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解决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中的
难点、堵点、痛点问题，让垃圾分
类行更稳、走更远。近日，北仑区
霞浦街道凤凰社区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推出了“百名党员包千户”活
动，探索党建引领垃圾分类“2.0
版”，通过党员“包抓到户”的方
式推动垃圾分类进一步走深走实。

让党员成为冲锋在垃圾分类一
线的指导员和监督员。在党员大会
上，106 名党员达成了共识：小区
党员家门口将贴上党员标识，每个

党员对垃圾分类实
行“楼道包干”，带
动本楼道居民落实
垃圾分类。

“阿姨，你这个
陶瓷花盆是其他垃
圾，下楼要放到黑
桶 里 面 去 ⋯⋯” 这
段时间以来，各个
楼道都能看到社区
党员入户手把手指
导居民垃圾分类的
场景。

“改变几十年的习惯真的不容
易，推进这项工作要有更好的方式
方法。作为党员，我们首先带头做
好垃圾分类，然后去影响和带动身
边人一起养成好习惯。”张震中是
这支志愿队伍中年事较高的老党
员，但他却用一言一行实践着那句

“退休不褪色”的铮铮誓言。
“邻居对垃圾分类越来越上手

了。”党员徐佩华看着小区居民垃
圾分类的意识越来越强，很是开
心。作为楼栋小组长，又是一名党

员，徐佩华平日用行动带动居民做
好垃圾分类。

党员“楼道包干”，走家串户
联络感情之余，和被“包户”家庭
讲政策，在闲话家常中将垃圾分类
宣传工作做扎实。为了帮助被“包
户”家庭养成分类好习惯，党员们
还建立了本楼道垃圾分类小组群，
提供实时在线指导，解决分类难点
难题，把入户指导的“帮一时”，
延 伸 至 线 上 的 “ 持 续 帮 ”， 将

“帮”字做到底，也带动居民将垃
圾分类持续到底。

据了解，该社区 106 名党员现
已“包干”辖区 130 个楼道的垃圾
分类工作，并与 1060 户家庭结成垃
圾分类帮扶对子。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下
一步，北仑区将进一步把垃圾分类
与基层党建工作结合起来，充分发
挥党员干部的带头引领作用，以红
色党建推动绿色分类，让垃圾分
类‘落地生根’。”北仑区垃圾分类
办负责人说道。

（欧阳志群 张筱琳）

北仑区霞浦街道探索党建引领垃圾分类“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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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样展示

记者 孙吉晶 文/摄

日前，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总站在海曙一家茶叶市场

举办了地产工艺白茶公开品鉴会，全市茶叶业务干部、生产

单位、茶叶销售和推广人员参加了这次活动。一名受邀参加

品鉴会的福建茶商，对一组明显不同于传统品质和风格的黄色

茶叶赞不绝口：“想不到宁波也能生产品质优异的工艺白茶。”

去年以来，我市已两次举办地产工艺白茶品鉴与技术交流

活动。市农技推广总站茶叶专家表示，当前，在稳步推进名优绿

茶和红茶产业的同时，我市正在着力开辟茶业经济新的“增长

极”，以确保茶资源增值、茶类结构优化、经济效益提升的产业

发展态势。

去年底的一天，海曙天茂 360
茶院会展厅里气氛热烈，80 多个
茶样按福建系、浙江系、特异新品
种等不同茶树品种的鲜叶原料来源
和工艺方法分组依次排开，30 多名
与会人员分成两个评审组，由我市
获得 2020 年省评茶技能比赛前三
名的高手和高级评茶师作为主评，
大家以福建原产地工艺白茶标准样
为对照，对外形、汤色、香气、滋味、
叶底五项因子逐一打分。

宁海望府茶业有限公司送来了
3 个工艺白茶茶样，这 3 个茶样的
原料为该公司种植的福建系茶树品
种福鼎大白茶，凭借银毫满披、毫
香浓郁的工艺白茶典型风格，受到
茶叶专家的好评。望府公司是我市
较早生产工艺白茶的茶叶企业，曾
是浙江省茶叶公司的工艺白茶出口
定点企业，年产量多年保持在二三
十吨。但由于种种原因，望府公司
的工艺白茶生产一度中断。四五年
前，随着工艺白茶热的兴起，望府
公司又重新启动了工艺白茶生产。
望府公司总经理王茂强告诉记者，
每年名优绿茶加工结束后，公司就
投入工艺白茶生产，但目前产量还
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奉化区南山茶场地处海拔 500
多米的高山上，拥有 500 亩以浙江
系品种为主的名优茶树。茶场采用
机械采摘茶叶，开发中低端工艺白
茶。茶场负责人表示，工艺白茶加
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珠茶市场萎
缩留下的市场空间，开辟了茶资源
利用的新路。

在茶学博士吴颖的悉心指导
下，鄞州大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
2012 年开始研制以白毫银针为主
的高端工艺白茶，产品两次获得国
际名茶评比金奖，一次获得国际名
茶评比特别金奖，这是业界对宁波
高端工艺白茶品质的充分肯定。

象山县半岛仙茗茶叶专业合作
社活跃着一群专注于工艺白茶开发
的“发烧友”。在象山县农特中心高
级工程师肖灵亚的指导下，盛华清
等合作社社员近两年里五次跑到福
建拜师学艺，试遍合作社种植的乌
牛早、福鼎大白茶、迎霜、安吉白茶、
御金香等所有品种。功夫不负有心
人，去年秋季，这家合作社的社员成
功压制出工艺白茶“第一饼”，产品
得到福建白茶原产地师傅的肯定，
认为品质和福建白茶不相上下。

据了解，工艺白茶采用多毫的
茶树幼嫩芽叶，以轻微发酵工艺加
工制作而成。工艺白茶是我国六大
传统茶类之一，始创于福建省，因
此又叫福建白茶。而前几年在我市
兴起的宁波白茶是以黄色、白色白
化茶树鲜叶为原料，采用绿茶工艺
加工而成，属于绿茶类产品。

这几年，工艺白茶方兴未艾，
市场热度不减。受此影响，我市一
些市场敏锐度高的茶叶生产企业自
发探索白茶生产工艺和产品开发，
取得了初步进展。据市农技推广总
站相关人士介绍，目前全市各大茶
叶产区都在生产工艺白茶，生产企
业在 30 家左右，产量逐年递增，
去年产量约 6 吨。

地产工艺白茶，在摸索中起步

一张茶桌，一套茶具，客人来
了冲泡一壶好茶。近年来，在我市
的各类茶室、茶叶市场和茶叶商
店，其货架上陈列的琳琅满目的茶
叶中，不乏工艺白茶的身影。

据了解，工艺白茶之前以福建
当地人和福建籍海外华人为主要消
费群体。到本世纪初，福建白茶还
是我国六大茶类中最小宗的产品。

然而到了 2008 年，“白茶越陈
越好”等说法在业界不胫而走，市
场上大力宣传白茶独特的健康价
值。在此背景下，一些茶叶企业借
鉴了云南普洱茶的商品属性和紧压
工艺，推出紧压工艺白茶，后又陆
续开发出新工艺白茶等诸多花色产

品。在全方位、不间断的“轰炸”
下，传统工艺白茶在两三年内实现
了“凤凰涅槃”，工艺白茶热在全
国茶叶市场迅速蔓延。

最近 10 多年，工艺白茶销量不
断扩大，市场规模和占有率同步攀
升。据福鼎市茶业协会统计，2009
到 2016 年，该市工艺白茶内销量年
均增幅在 15%左右，并呈现量增价
升的态势，一些品牌白茶连年调价，
上调幅度在 20%至 40%之间。

受市场需求刺激，工艺白茶的
主产区也从福建福鼎、政和、建阳、
松溪等地逐步拓展至浙江、山东、河
南、湖北、贵州等省份。据中国茶叶
流通协会统计，2013 年以来，全

国内白茶市场，依然风生水起

国工艺白茶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
15%左右的增幅。至今，国内工艺
白茶市场依然风生水起，不少业界
人士对其前景充满信心。

以往，工艺白茶和绿茶一样，
都以当年消费的新茶为主。但从近
5 年的市场销量来看，工艺白茶的
品种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低档价位
的散货贡眉、寿眉所占比例逐渐减

少，高品质的牡丹和银针不断走
俏，老白茶成为备受市场关注的

“焦点”，七年八年的老白茶成为市
场主流，茶叶产销企业开始有意识
地贮存工艺白茶。

市农技推广总站茶叶专家表
示，目前我市大部分茶企的工艺白
茶生产仍处于试制起步阶段，还没
有形成规模效应。

茶业科技有限公司等茶叶生产企业
充分利用品种优势，积极开发多种
色系品种的工艺白茶，并通过多种
加工方式试验研究，取得了初步成
果。去年秋季，市农技推广总站部
署第二轮工艺白茶试制工作，重点
围 绕 适 制 品 种 和 优 选 工 艺 进 行 探
索，通过 8 种组合 60 多个样品的试
制，基本确立了我市工艺白茶产业
化发展的适制品种和适用工艺，当
前工艺白茶生产中存在的原料质量
不高、工艺不够规范的难题也有望
得以破解。

为了开发品质更优、商品属性
更显著的工艺白茶产品，2019 年，
宁波北仑孟君茶叶有限公司申报了
宁波市科技公益项目 《珍稀黄色系

白化茶树多茶类开发关键加工工艺
研究与示范》。“力争通过两年时间
的研究与示范，开发出高端工艺白
茶 ， 为 宁 波 茶 类 结 构 优 化 出 一 份
力。”该公司总经理鲁孟军说，他们
已经引种了多个黄化茶新品种，从
试制效果来看，既具有传统福建白
茶的品质特征，又具有白化茶的品
质优势，市场前景可期。

市 农 技 推 广 总 站 茶 叶 专 家 表
示 ， 我 市 将 加 紧 打 造 白 茶 核 心 产
品，形成白茶生产关键技术和示范
基地，打造高品质白茶品牌形象，
推进工艺白茶生产企业集群建设，
力争实现以绿茶生产为主导、多茶
类协同的产业发展模式，有效推进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工艺白茶始创于福建省福鼎
市。据 《福建地方志》 和现代著名
茶学家张天福考证，清嘉庆初年

（公元 1796 年），福鼎茶农用菜茶
的壮芽为原料，首创白毫银针。而
后从银针开始，又开发了白牡丹、
贡眉、寿眉等花色。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因外贸需要，当地又开发出
新的工艺白茶。

工艺白茶加工主要有萎凋、烘
干两道基本工序，是六大茶类中最
简约的工艺组合。其最原始的工艺
完全依靠日晒和阴晾干燥，当前的
现代化生产工艺也只是在干燥的最
后阶段进行低温制干，是自然、环
保、节能的茶叶产品。

明代田艺衡所著 《煮泉小品》

中记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
者为上，亦近自然⋯⋯生晒茶沦于
瓯中，则旗枪舒畅，青翠鲜明，尤
为可爱。”其中“生晒者为上，亦
近自然”就是白茶的加工方法。明
代闻龙 《茶笺》 进一步阐述：“田
子蓻以生晒不炒不揉者为佳，亦未
之试耳。”这种“不炒不揉的制茶
方法”正是当今工艺白茶制法的特
点。

这几年，通过对工艺白茶功效
的深入研究发现，其含有茶多酚、
黄酮、茶色素、咖啡碱、氨基酸、
糖类物质、维生素及矿物质元素
等，这些物质对降血压、血脂、血
糖及抗氧化、抗辐射和抗菌消炎效
果显著。 （孙吉晶 整理）

工艺白茶的前世今生

看样 冲泡

工艺白茶，开辟宁波茶业新“增长极”

韩立萍 制图

茶是我市山区农村经济的优势
特色产业。近年来，我市常规名优
绿茶、白化茶、红茶成功走出了产
业化之路，茶业效益规模持续扩
大，茶类结构不断优化。然而，在
当前经济环境下，茶业依然面临资
源利用不足、生产成本上涨、采摘
劳动力短缺等“剪刀式”困境和效
益如何持续提升的压力。为此，茶
资源的高效利用成为“十四五”茶
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宁波
茶叶消费强劲，历来是外来茶品争
夺市场的重点区域。在工艺白茶市
场“发酵”过程中，绿雪芽、品品香、
六妙白茶等一批著名白茶品牌纷纷
登陆，抢占宁波茶叶消费市场，形成

“无市不白”“无店不白”的市场新局
面，对本地绿茶产业造成了一定冲
击，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启示。

宁波绿茶的品质历来受到消费
者的肯定，在各级各部门茶叶检测
抽样中，地产茶叶的产品检测合格
率均达到 100%，“宁波茶是放心茶、
安全茶”这一说法得到市场的认可。

而从地理位置来看，宁波毗邻
白茶发源地福鼎，与福建原产地同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又有与原产地

茶品种相同的较大规模基地，具备
工艺白茶生产的先天条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市启
动名优茶开发时，陆续从福建引种
了福鼎大白茶、福鼎大毫、政和大
白茶、歌乐、银片、早逢春等近 3
万亩多毫的名优绿茶适制品种，近
年来又相继引种了金观音、金萱等
品种。经过比较，这些品种均为适
制工艺白茶的茶树品种。

因此，无论是市场竞争力还是
生产基础，我市工艺白茶生产具备
优势条件，宁波扩大工艺白茶生产
规模，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子。

去年 5 月，我市开展了第一次
地产工艺白茶品鉴与技术交流活
动 ， 全 市 共 有 18 家 企 业 踊 跃 参
加，提供了近百个自产茶样。通过
与来自福建原产地新、老白茶茶样
的审评比较，本地采制的部分新
茶、陈茶感官品质优于原产地标准
样。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市自主
开发的以御金香等叶色特异品种茶
叶为原料的工艺白茶，外形风格独
特，内质明显超越原产地传统工艺
白茶，这极大地激发了宁波发展工
艺白茶产业的信心。

宁波福泉山茶场、宁波黄金韵

发挥生产优势发挥生产优势，，高效利用茶资源高效利用茶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