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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本业，只为传承家乡茶艺

车沿着蜿蜒的山路来到泉州市涂岭
镇涂型村的一处山坡，一片绿油油的茶
园便呈现眼前，与别的茶园不一样，这里
的茶树成片生长，中间没有田坎。“我们
这里属于红土壤，含水率较低，这样种植
能减少水分挥发，更有利于茶树生产。”
茶园的主人吴辉木介绍说，涂岭的红土
壤呈微酸性，出产的茶叶口感清醇，历来
就有种茶树的传统。

说起与茶结缘的故事，吴辉木像述
说自己的孩子一样充满深情。

1981年，吴辉木考取宁德农校，进入
茶叶专业学习。18岁那年，他被分配到
泉州市惠安县农业局下属的茶果示范场
担任技术员，后来成为助理农艺师。
1998年，他再次进入福建农业大学茶学
系学习，并有幸成为全国茉莉花茶新工
艺创造者、制茶学泰斗郑乃辉的得意门
生。1999年，吴辉木获得福建省人事厅
确认的茶专农艺师资格。当时的茶果示
范场是泉州市最高标准的茶园，在吴辉
木和同事们的一起努力下，曾经创造出
年亩产量700千克茶叶的好成绩。

后来，茶果示范场进行改制，吴辉木走
上独自创业的道路。1999年，他承包一片
荒山，开辟茶园。茶园栽种的茶叶品种，吴
辉木认定的是泉港区的特产之一——“涂
岭红”红茶，这是一种独具闽南特色的红
茶。而“涂岭红”的制作工艺历史悠久，《惠
安县志》和《惠安农业志》等书籍均有记
载。150多年来，由于生产力落后，加工设
备简陋，茶叶质量不稳定，加上一些其他历
史因素影响，致使“涂岭红”工艺几乎失
传。因为工艺未能很好地传承和及时改
进，“涂岭红”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
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发展茶产
业方兴未艾，而“涂岭红”红茶却几乎被湮
没于茶叶的海洋之中。幸运的是，“涂岭
红”的血脉终究未断，吴辉木凭借自己茶叶
科班出身的优势，全身心地投入到“涂岭
红”工艺的改进和发明创造之中。

然而，21世纪之初，激烈的市场竞争
环境、低端粗放的生产加工还是让涂岭
茶叶失去了市场，“最贵的时候一斤才30

元，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许多茶
农陷入困境。”

在众多茶农纷纷转行的时候，吴辉木
却选择了坚守。“我只喜欢研究种茶，相信
涂岭茶一定会受到市场欢迎。”凭借这股
韧劲，吴辉木开始专注于改良制茶工艺，
潜心提升红茶品质。经过反复摸索，他终
于研究出一套完整的涂岭红茶加工工艺，
并成功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2013年，吴
辉木红茶制作技艺被列为“泉州市第四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如今，
吴辉木已注册了“涂岭红”商标，并推出6
个系列产品，受到市场认可。

一颗匠心，打造高端茶叶品牌

创新路上，吴辉木一直没有停下脚
步，他在保护原有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用
30%的茶园来进行科学试验，完成有机绿
色产品开发，将“涂岭红”红茶从初加工
向高端红茶加工转变，并向高品质、极品
红茶推进，生产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个
性茶叶产品，创立一系列红茶品牌。

吴辉木介绍说，他的“涂岭红”茶园
不洒农药和除草剂，实现真正无农药
残留。当年，在开辟茶场时，吴辉木就有
意识地选择涂岭内山竺林寺旁边的一处
山地，这里有适合优质茶叶生长的红黄
色土壤，所产茶叶易形成鲜爽、香浓品质
的特征；在茶场的外围四周，有菱溪、陈
田和泗洲等水库环绕，水汽充足，年降水
量也充足，而且都集中于茶树生长季节；
森林覆盖率高，土壤酸碱度为 pH5.5—
6.5显微酸性；大雾山、笔架山和观音山
山麓形成的小气候，日夜温差大，适宜红
茶采制。在此基础上，吴辉木的茶园保
持原生态耕作，大力抓田头管理，确保不
洒农药，控制茶叶种植的源头。经中国
农科院农产品检测室检测无公害标准农
残13项，均显示未测出值，证明该红茶是
安全、健康、天然的饮品。

而“涂岭红”红茶从初加工向高端红
茶加工转变这一路，吴辉木走了 10年。
吴辉木将能做乌龙茶的品种全部拿来做
实验，制作高端红茶，由此创新推出20多
个花色品种，譬如“吴辉木牌金毫”，独创
跨茶类品系如雨露、宝石红，满足不同口

感类型消费者的需求；创建了“涂岭红”
“雨石涂岭红”“吴辉木”“秀贞红”“玉笏
朝天红”等国家工商局注册商标，发明了
一套完整的“一种涂岭辉红的加工工
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此外，他
还不断探索，使同一品种制造的“涂岭
红”红茶具有不同的风味与品格，如甜、
醇、浓、稠、厚、香、韵。

不忘初心，带领茶农增收致富

作为科技特派员，吴辉木积极向茶
农推广先进制茶技艺，带领茶农增收致
富。随着涂岭红茶名气的提升，市场售
价逐步走高，茶农平均增加收益20%。按
照涂岭镇每年 30万斤的茶叶产量，每斤
茶叶售价平均提升 50元的保守计算，茶
农每年增加收入达1500万元。

“在涂岭，种茶只是农民的副业，大
家都是在收割完水稻后才去采摘茶叶，
往往错过最佳采摘期，制作出来的红茶
枝叶粗大，品质低端。”为了转变茶农的
观念和生产方式，在泉港区委人才办、区
科技局的支持下，吴辉木组织“涂岭红红
茶制作技艺”技术培训班，免费为茶农提
供茶叶的采收、加工、茶园管理等专题培
训，已培训学员176名。

不仅如此，吴辉木还经常奔走于附
近村落传授技艺，让茶农掌握科学种茶
和制茶的本领，已有300多名茶农直接受
益。从茶树的选择到叶芽的采摘，从日
光萎凋、摊凉到揉捻、发酵、炒干等流程，
吴辉木根据日常的走访了解总结出一套
茶农常见的问题，让授课更加有的放
矢。依托涂岭红茶叶专业合作社，他发
起成立涂岭红茶协会，定期组织茶农开
展技术培训和交流活动，扩大涂岭红茶
的知名度，促进行业转型升级。此外，吴
辉木的茶园还直接带动附近11个自然村
的 500多名村民就业，一个采茶季下来，
村民平均增加收入5000至6000元。

一个人、一座山、一辈子、一壶茶。
吴辉木坚守“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的平
和心态，硬是从传统涂岭茶制作工艺的

“老干”上创新制造出名贵的“新芽”，令
人回味，余香悠长。

（通讯员 林小宇 庄鸿洋）

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曾写
道：“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余盛良说，斗茶嘛，这一点都不夸张，赢了
的人好像当了神仙一样，输了的人简直颜
面无存。

作为武夷山市擎天岩茶厂厂长和余
家第六代继承人，余盛良习茶十余载，得
中“茶状元”之后，他认为自己比之前上了
一个高度，如果再降下来，自己就会崩溃、
颓废。

也许，对余盛良来说，“状元”或只是
一个起点，它就像黑暗中变幻不定的微弱
星光，而他正不知疲倦地奋力追赶。

钻研创新

做名副其实的“茶状元”
同村里许多孩子一样，余盛良继承了

自家茶产业，那时起他就立志：“我要做出
最好的岩茶。”和父辈们一起种茶、制茶、
卖茶，他学得最勤、做得最实、进步最快。
闲暇时间，余盛良就抱着武夷山人文历
史、茶文化和茶叶生产与制作的相关书籍
啃读。遇到不懂的、难懂的，他就去找资
历深厚的茶老师问个明白。

“要从事茶业，练好内功绝对有必
要。”余盛良坦言道，一直坚守的初衷便是
想保持“茶状元”的地位不变，不仅仅只停
留在坚守，更要突破。为了创新升级，他
开始专心研究茶叶生产的气候、土壤、肥
料、制作工艺等，他说对这些要素层层把
关之后才能把一泡茶做出好品质。

2003年，余盛良的品种岩茶在第三届
武夷山市“状元杯”民间斗茶赛中荣获“品
种状元”称号，他也成了当届响当当的“茶
状元”，一时间远近闻名。

如今，余盛良已经从“茶状元”的角色
转换为高级工程师和评茶师，先后被评为
国家一级评茶师、国家一级茶叶加工技
师、全国十佳匠心茶人、福建省首批制茶
高级工程师。

武夷山涉茶产业有 500多家，被评为
十佳匠心茶人实属不易。从“茶状元”一
路走来，余盛良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前进，
制茶技术已小有成绩，但他说自己还不能
止步于此，还要进一步研究和升级。

每年，余盛良都为茶农、茶艺培训人
员、大学生等开办各种讲座、培训，经常带
领大学生学习采茶、制茶。“人们对茶寄托
的、要求的，需要通过恰当的人来实现。
从习茶到悟茶，从技到艺，最终到道——
这就是我想要告诉学生的。”对茶的爱惜

与善意，延续在余盛良的生活中。

精益求精

守护纯正的武夷岩茶
如今，天心岩茶村的茶就是品质的保

障。余盛良认为这得益于优越的自然环
境。除了天然有机的生长环境之外，繁茂
的植被提供了茶树生长适宜的潮湿度。
同时，武夷山独特的丹霞地貌为茶树的生
长营造良好的环境，所以武夷岩茶独具奇
异之香。

制成岩茶除了要保证原产地之外，还
需具备岩茶独特的制作技艺。在提升茶
叶品质的路上，余盛良总结出了“有机耕
作十八法”，让武夷茶的传统经验性种植
技艺有了新的规范性。他举例道，茶山翻
土深度、每亩实施的有机肥数量、客土的
数量等都有准确的定量规定，这改变了传
统的经验式耕作法。虽然每亩的人工、材
料等成本有所上升，但是优质的茶叶和稳
定的产量给了余盛良更多惊喜。

“中国的茶业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
大众才刚刚开始接受喝茶，在茶叶的选择
上也没有太多的常识。”余盛良说，“等大
家都具备品鉴茶的能力以后，都懂喝茶
了，就可以从茶的各方面品质综合估出价
格，那时候品质将是试金石，不过现在还
有点遥远。”

2013 年，公司推出的高端茶品牌
——“心头肉”肉桂在全国各大城市的销
售点取得了不俗业绩，且价格达到每斤
数万元。余盛良感触颇深：“在品质的基
础上，由文化的翅膀把高端品牌提升到
了新境界，为擎天岩这个老字号带来新
的活力。”

余盛良说，文化是需要体验的，制茶
过程是一场辛苦的“文化苦旅”，品茶过程
是一场喜悦的“回甘之旅”，唯有经历，才
可烙下文化的印记。

匠人精神

始于传承存于经典
在余盛良书房的案头上，有一个镌刻

着曾祖父余培信名字的瓷制秤砣，那是
100多年前，曾祖父开办擎天岩茶厂时留
下来的。每每摩挲着青花萦绕的老秤砣，
余盛良总感到一种脉动在激荡着他的百
年老字号梦想。

瓷秤砣，它凝聚了清代余氏茶商的一
番心思。秤砣不大，可压百斤，正好是一
担茶叶重量的标准值。

为什么要用瓷做呢？“这瓷易碎，用它
做秤砣，时常受到磕碰，就时常警示我们
做生意要小心，权衡公平，别砸坏了自家
名声！”余盛良如此解读。

道观石秤砣、光绪瓷秤砣和文革茶叶
罐——这是余盛良的三件“传家宝”。“所
谓的‘传家宝’并不是价值连城，但是为什
么要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余盛良解释说，

“因为它象征着我们茶叶世家的匠人精
神，上面依附着先辈对传承人的沉甸甸的
希望。不忘初心、代代相传。”

余盛良称自己是新的“茶二代”。自
1982年分产到户，余盛良在父亲制茶经验
的基础上，通过融入理论知识，进一步提高

了制茶水平。他说，“先辈已经有了很丰富
的制茶经验，如果能总结经验并在其基础
上创新升级的话，似乎很容易成为所谓的

‘制茶大师’，但那并不是我所追求的，对我
来说，能做好‘匠心茶人’则足以。”

“传承绝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
可以等到了。”这是余盛良经常教导后辈
的一句话。他认为现在是人才辈出的年
代，除了传承人，布衣也开始研究如何把
茶做精，所以大师也并不是谁都可以当
的，要在上一辈的基础上学得更精、更透
才行。

余盛良说：“现在的传承不仅仅是操
作经验和研究成果，还要有深厚的理论依

据，这样才能激发后人做更好的茶，成为
更优秀的匠心茶人。”

从远近闻名的“茶状元”到追求极致
的制茶大师，与品质博弈的余盛良绝对不
会躲在光环遮蔽的阴影下，他要擎起光
环，磊然立于天地之间。

如今，余盛良的儿子余韵涵已学习制
茶多年。回忆起那年春季，父子俩第一次
携手熬夜制出第一桶好茶时的情景，余盛
良颇为欣慰。做茶要有岩韵，做人要有涵
养——这个他为儿子取名时设定的含义
正在实现，擎天岩茶厂的百年老字号图
景，也在这个制茶世家的下一个接力棒前
清晰起来。 （通讯员 吕晓艺）

创新传承 做更优秀的“匠心茶人”
——记国家一级评茶师、武夷山市擎天岩茶厂厂长余盛良

余盛良，武夷山市擎天岩茶厂厂长，2003年在第三届武夷山市“状元

杯”民间斗茶赛中荣获“品种状元”称号，并先后被评为国家一级评茶师、国

家一级茶叶加工技师、全国十佳匠心茶人、福建省首批制茶高级工程师。

英国当地时间 12月 24日，英国首相
约翰逊宣布，英国已完成脱欧，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现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独
立。脱欧的决议，对于广大留英的学生而
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脱欧终于
成功，这对中国留学生究竟会造成哪些影
响？

1.申请难度相对降低

过去，欧盟学生往往是以和英国本土
学生相同的学费进入英国读书的。而脱
欧后，欧盟各国学生将被列为国际学生，
不再享有“特权”，这意味着欧盟学生在申
请英国大学上将受到限制，需要支付与国
际学生同等的学费，并且毕业后想找工作
也没那么方便了。这在无形当中，就会阻
挡许多欧盟学生申请英国高校的步伐，可
能会选择前往其他欧盟国家的大学就
读。英国本土学生又不会突然变多，那欧
盟学生减少了，英国大学的招生空缺自然

是由留学生补上。

2.留英就业机会更多了

2019 年 10 月 10 日，英政府正式宣
布恢复 PSW 签证（PSW 签证，全称为
Post-Study Work Visa，有 效 期 为 2 年 。
获得 PSW 签证的国际学生，在毕业后
将有两年的时间在英国找工作或开展
商业活动）。毋庸置疑，该签证的恢复
会大大增加留学生在英国就业的几率，
至少从时间上来说如此。而脱欧又从
另一角度，为广大国际留学生提升了这
一机率。

英国目前有大约13万欧盟留学生，一
旦英国脱欧，来英留学的欧盟国家学生的
数量可能会减少，如此一来，竞争者减少，
给其他地方学生的位置可能就更多了。

此外，近些年随着中英关系越来越紧密，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到英国投资并寻
求合作，这也给意向留英工作的同学提供
了一定的可能。

3.更安全便捷的生活环境

之前英国就因为禁枪和禁止难民入
境一直属于最安全的留学国家，脱欧后英
国对自己的管控可以更好，不受其他欧盟
国家政策的干扰，能够为留学生提供更安
全的生活环境。

4.更公平的移民政策

在尚未脱欧前，欧盟每个国家的公民
都能无差别自由进出英国，占据每年的净
移民配额，英国政府无奈只能把高技能人
才和一部分留学生挡在门外。不过，在英

国脱欧之后，欧盟公民可就不能享受英国
的这些移民福利了。英国首相约翰逊主
张，新的移民计划将聚焦具备高技能的青
年。

5.更灵活的签证政策

在最新修订的移民政策法案中，工作
签证、访问签证、学生签证等多种签证类
别的政策都有了新调整。

通过以上几点来看，脱欧之后的英国
将变得更加开放，欧盟、非欧盟的国际学
生一视同仁，而且英国下定决心要在全球
范围内引进优秀人才，朝着“精英化”的路
线发展，因此，英国脱欧对于中国留学生
来讲，绝对算得上是一件好事。

今年英国的各项政策明显惠及留学
生：汇率下降、签证放宽、学期缩短……从

整体趋势来看，留学英国的“性价比”会越
来越高。相信明年会有更多的学生申请
英国留学。此时不申请，更待何时？

福建省海外人才中心是中国海峡
人才市场直属的事业法人机构，是全国
首批承办自费出国留学合法中介服务
机 构 之 一（教 外 综 资 认 字［2000］59
号）。福建省海外人才中心已与美国、
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新加坡等国家和港澳地区院校建立了
密切的合作关系，向有意出国深造的莘
莘学子提供热情、周到、超值的专业化
服务。

更多的留学资讯，欢迎垂询福建省海
外人才中心。
联系地址：福州市东大路36号福建人才

大厦六层601室
咨询顾问：刘老师
电话：0591-87383105 18659161572
QQ：747426269

科技特派员风采

余盛良余盛良（（左左））传授制茶技艺传授制茶技艺

吴辉木是泉州市泉港区远近闻名的种茶、制茶专家。开垦荒山、发展茶园、潜心研究，13000多个日日夜夜

只为做好一件事——制茶。作为泉州市高层次人才、福建省省级科技特派员，吴辉木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采取“合作社+基地+贫困茶农”的模式，吸纳周边茶农通过培训加入合作社，带动更多茶农脱贫增收。

以“匠心”制茶 助力脱贫攻坚
——记泉州市高层次人才、福建省省级科技特派员吴辉木

解析英国脱欧后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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