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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大米”对话“大红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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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打响“剿藻”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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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从黑龙江五常市到福建武夷山市，相距 2700

公里之遥，而这两个县级市最有名的特产——— 五

常大米和武夷岩茶的品牌价值则比肩而立。

今年 5 月 9 日，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在上海

发布 2018 年中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百强

榜单。“武夷岩茶”以 693 亿元品牌价值排名第五，

“五常大米”以品牌价值 670 亿元位居第六。

虽然同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相近，

但两地产业发展道路并不相同。五常大米将“稻花

香 2 号”(以下简称稻花香)稻种奉为圭臬，全力打

假亮真“求其纯”；武夷岩茶以“大红袍”品牌为先

锋，精选肉桂、水仙等名枞“拼其精”。它们凭借“真

山真水真风光”，赢得了“好茶好米好口碑”。

带着产业化之路何以不同、品牌价值如何实

现等诸多疑问，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先后深入武夷

山市和五常市，从产品到产业对比溯源，从产业到

产权抽丝剥茧，探寻我国品牌农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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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无论什么物件一旦成了“贡品”，就
身价倍增。五常大米和大红袍茶亦不能免俗———
“慈禧太后的米”“明朝皇帝的茶”等传说，不仅为
之增添几分神秘，也让不少消费者掏腰包时，多了
一层格外的心理满足。

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的五常大米和大红袍
茶，与传说中的那些“贡品”相去甚远，传承关系脆
弱而模糊。两位与其渊源深厚的品牌“创始人”，为
记者揭开了它们的“身世”之谜。

明清两代皇后的贡品

据载，1835 年，吉林将军富俊组织一些朝鲜族
人，在五常地区茫茫荒野上开垦水田，种植水稻。东
北黑土地独特的气候环境，赋予五常大米香郁诱人
的口感，很快被选为清朝皇宫的贡米。

相传，对饮食极其挑剔的慈禧太后，曾多次
提起五常大米，以至于“非此米不能进食”。

据五常市壹百垧米业有限公司经理王世明回
忆，十几年前一次新米上市，正赶上北京召开全国
性重要会议，浓郁的米香赢得与会代表交口称赞。

彼时，负责运送 24 吨五常大米进京的车队，
出发前还挂起横幅、放了鞭炮。一时间，五常大米
名声大噪。

相形之下，大红袍茶的贡品传说更为久远。
明朝一位上京赶考的举人，途经武夷山时突

发急症，腹痛难忍。武夷山天心寺一位老僧援手相
救，将寺边岩石上采摘下来的茶叶沏泡成汤。举人

喝过之后，不药而愈。
后来，这位举人高中状元，专程到武夷山感谢

老僧，并请求采制一盒寺边岩茶进贡给皇上。回京
后，听闻皇后腹痛成疾，卧床不起，他便献茶给皇
后。果然，皇后饮过此茶后病痛立消。

皇上龙颜大悦，赐大红袍一件，命状元到武夷
山封赏。状元奉旨来到武夷山九龙窠，命当地一樵
夫爬上半山腰，将皇帝所赐大红袍披挂在茶树上。
从此，这几株茶树得名“大红袍”，成了年年进贡的
珍品。

上世纪 70 年代，一段有关大红袍茶的外交
佳话广为流传。传说，尼克松访华期间，毛泽东主
席送他 4 两大红袍。尼克松一脸诧异，思忖一个东
方大国领导人，礼节上居然这么小气。陪同会见的
周恩来总理打趣道：总统先生，主席把“半壁江山”
都送给您了！

看着尼克松更加迷惑不解的神情，周总理指

着装有大红袍茶的精美罐子说：武夷山大红袍是
中国历代皇家贡品，一年只有 8 两，主席送您 4
两，正好是“半壁江山”呀！

身世鲜为人知的产品

传说中受封大红袍的 6 棵茶树，早已成为武
夷山最著名的景观。以“大红袍”为名的茶叶，是武
夷岩茶中最有影响力的品牌。

据武夷山市茶叶局局长邓崇慧介绍，九龙窠
“大红袍”母树已经禁采多年，现在市面上出售的
武夷山大红袍茶，主要是以拼配为主的商品大红
袍。如果从概念上来说，还有母树大红袍、品种大
红袍、纯种大红袍以及作为商业品牌的武夷山大
红袍等说法。

被誉为“大红袍之父”的陈德华告诉新华每日电
讯记者，在武夷岩茶的定义里，九龙窠大红袍即母

树大红袍，和铁罗汉、白鸡冠、半天妖一样属于名
枞，照辈分只能算孙辈，还算不上一个品种。

1985 年初，时任武夷山茶科所所长的陈德
华获悉，一家惠安茶庄制作了名为“大红袍”的
小包装茶。他想，大红袍明明是武夷山的茶树，
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把这个品牌做起来？

于是，陈德华从茶科所 1 万斤茶叶中，精挑
细选 300 斤茶叶，按每盒 15 克的标准制出 1 万
盒小包装茶，并取名“大红袍”。从此，岩骨花香
的大红袍茶一炮打响，大获成功。

“再没有过这么好的大红袍，那真正是百
里挑一、优中选优啊！”78 岁的陈德华在自己
的茶庄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慨叹道。当年，他
所精选的武夷岩茶有几十个品种，但除了名
称之外，没有一芽茶叶来自九龙窠大红袍母
树。

早在 1964 年，福建省茶叶研究所曾派工作

人员来武夷山，剪下九龙窠母树大红袍枝条带
回研究。1985 年 11 月，陈德华终于觅得机会通
过私人关系，将 5株大红袍茶苗从省所“引种”
回到武夷山茶科所。此时，母树大红袍才真正
“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最终成为前述的品种大
红袍，这是后话。

无独有偶，传说中慈禧太后念兹在兹的五
常大米，无论稻种还是口感，都已无从考证了。

现今“米中翘楚”的五常大米，则与当地一位叫
田永泰的老人密不可分。

今年 81 岁的田永泰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回忆，1991 年，他在龙凤山乡的稻田里，意外发
现 12穗自然变异的水稻。经过两年精心选育，稻
种“五优稻 1 号”终于面世。这种有别于东北传统
圆粒大米的长粒米，不仅口感好，做饭也香。五常
大米品牌正是从它开始起步的。

2000年，田永泰在“五优稻 1号”的稻田里转
悠，突然“闻到一阵香气，仔细一找，发现一穴又
黑又黄，长有斑点的稻子，竟然连种子都是香
的。”他从来没见过这么香的稻米。这种稻米口
感十分柔软，香气四溢，连叶子和稻花都散发
着香气。

屡获幸运之神垂青的田永泰喜出望外，当
年入冬就带着 500 粒种子到海南繁种。后来，种
子管理部门依例将之命名为“五优稻 4 号”，而
稻农们更喜欢称其俗名“稻花香 2 号”。

现在市面上最受热捧的五常大米，就是“五
优稻 4 号”。

产品故事：难考证的传说与仍健在的传人

不论是田永泰在稻田里闻出来的五常大米，
还是陈德华托“大红袍”之名挑选的武夷岩茶，都
已衍生出品牌价值数百亿元的庞大产业。

除了一掷千金的豪客，普通消费者并不计较
他们喝的大红袍茶并非纯种。因为他们根本不会
奢望：喝上传说一年仅产 8 两的大红袍茶。

与之相反，虽也号称贵为贡品，五常大米每年
数十万吨的产量，让消费者觉得自己有这个口福。
人们担心的是从超市里买回的五常大米不够纯正，
甚至认为，市场上买不到正宗的五常大米。

事实上，消费心理的差别折射出了两条不同
的产业之路。

都是调与配，际遇各不同

近年，五常大米见诸报端最热门话题是“打
假”。五常市现有稻田 223 万亩，即使按亩产 1500
斤水稻和 70% 的最高出米率计算，全年大米产量
也不超过 118 万吨。此前有业内人士估算，市场上
五常大米销量超过 1000 万吨。

抛开与五常大米八竿子打不着的“李鬼”不
谈，市面上数量可观的五常大米，其实是“调和
米”。这几乎是业界公开的“秘密”。

官方定义的“调和米”分为三类：一是由外地
水稻和五常市地产其他水稻调和而成；二是由五
常地产水稻和“稻花香”调和而成；三是由外地水
稻和“稻花香”调和而成。

五常市一直希望将五常大米和稻花香 2 号绑
定，不仅打击各种“调和米”，也不鼓励在五常种植
其它稻种。据当地一家饭馆老板反映，今年更要求
当地餐厅的米饭必须使用稻花香。

“五常大米就等于稻花香。”田永泰力挺自己
选育稻种的正统地位。田家在当地经营一家米企，
每年靠卖稻花香种子收入不菲。

然而，由于水稻种植面积有限，五常大米产业
的天花板显而易见，放开“调和米”的呼声一直都
有。业内人士指出，五常大米产业不宜“画地为
牢”，应该提升和丰富产品定位，向大红袍茶学习

如何从 6 棵母树发展成一个产业。
“五常大米主要是口感好。要说这营养价值，

比不上现在一些富硒米。”一名五常市官员称。
也有人认为，不同年代、不同人群的口味都会

变化，产业发展要尊重市场规律，将主观的判断客
观化，并不利于产业做大做强。

早在 10 多年前，田永泰就曾建议当地政
府发展调和米。“只要标明稻花香的比例，分不
同价格，不欺骗消费者就行！”他向新华每日电
讯记者坦言，这种意见目前在当地并不占据主
流。

都是调与配，际遇各不同。武夷山市对“拼
配”大红袍“恩宠”有加。2006 年，“大红袍”作为
官方推崇的主力，确立了其武夷岩茶中的头牌
地位。

彼时，恰逢电视剧《乔家大院》热播，男主角
乔致庸贩卖武夷茶的故事，为“大红袍”打开市
场造势助力，大红袍真正成为全国茶叶市场的
新宠。

很多人并不知道，直到 2012 年 4 月 1 日，大
红袍茶才正式通过福建省农作物品种审定，成为
一个茶树品种，有了自立门户的“身份证”。

目前，市场上的商品大红袍以拼配为主，是根
据不同茶叶品种间优势互补原理，用大红袍、水仙、

肉桂等各具特色的优质品种，按照最佳口感比例进
行拼配、制作出的大红袍茶。

武夷山市茶业协会会长刘国英认为，过分追
求纯种大红袍没有太大意义。九龙窠 6株母树大

红袍，本身就是 3 个不同的品系。后来成为大红袍
品种的奇丹，是根据口味从中选出相对最好的一
种。可见，现在的纯种大红袍跟九龙窠上的母树仍
有区别。何况，“纯种的口感还没有拼配的好。”刘
国英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茶
企。公司总经理李方直言不讳：“我们一开始就以
拼配为主。”在她看来，拼配才能让当地茶业得到
持续性发展，越做越大，否则越做越局限。

“你的茶香，我的水好，通过拼配组合，把所有
茶的差距控制在 10% 以内。拼配是从农业文明进
化到工业文明的体现。烟酒都是娴熟的拼配勾兑
技艺，才能把产业做这么大。”李方向新华每日电
讯记者解释道。

一枝独秀还是轮流坐庄

目前，五常市 24 个乡镇，23 个种植了稻花香
水稻，并制定了 5 年之内再扩 100 万亩稻田的目
标。

“扩完之后，五常市能种稻的地方基本都种上
了稻花香。”五常市农业局副局长王汝壮说。

然而，这种稻花香一枝独秀的局面，也为五常
大米产业发展埋下了隐忧。田永泰坦承，即使不断
提纯复壮，并不能避免稻种逐渐退化的自然规律。

“现在香味有所减弱，但我觉得刚刚好。过去味道
太浓郁了。”田永泰向记者解释稻花香种子的退化

后果。他表示说，“未来如果没有接替稻花香的
种子，五常大米就不行了。”

虽然当地多家种业公司一直在努力选育新
的品种，但仅有万分之一二的自然变异几率，无
疑令这项工作异常艰难。

曾多次发现优秀变异稻种，手上也有稻
花香 2 号的原种的田永泰，被当地政府寄予
厚望。在外人看来，他离成功总会比别人近一
些。

年事已高、初心未改的田永泰，至今仍坚
持定期去试验田选种育种。近几年，他虽然选
育出一些新的稻种，但香气口感都不如稻花香
理想。

与五常大米不同，大红袍至今仍是武夷岩茶
的代表。除了大红袍，武夷岩茶还有水仙、肉桂、奇
种以及各名枞……最近几年，武夷岩茶开始轮流
坐庄，遍地开花。

目前，武夷山最受追捧的是肉桂，顶级的牛
栏坑肉桂已被炒到数十万元一斤。肉桂以不同
山场划分，除了最有名的牛肉、马肉，还有龙肉、
猫肉、狮肉、羊肉、虎肉、鬼肉、心头肉……消费
者不仅可以选择不同品种，还可以根据自己的
口味追捧不同山场。

武夷山市还有斗茶的传统。2018 年武夷山
市开展了第十四届春茶评比，这也是第二届“互
联网+武夷斗茶”。在这项大茶企通常不愿意参
赛的盲评赛事中，越来越多的大众参与进来，对
自己的口味有了话语权。

毫无疑问，在各自轨道上，以大红袍为代表
的武夷岩茶产业之路，比与稻花香绑定的五常
大米走得更宽广。

休耕稻田引发的质疑

随着武夷岩茶的价格在市场中日渐走高，
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开始种茶，逐渐从山里种到
田里。村民毁林开山破坏了当地环境，种在田里
的洲茶更拉低了武夷岩茶的品位。

“目前，武夷山市茶叶种植面积 14 . 8 万亩。
2008 年我们就发通告，没批准不能开茶山。划
分了禁开区，非禁开区要种茶要盖 8 个章。
2011 年又出台规定，一亩茶田也不许新开。”主
管茶业的武夷山市副市长伍洲说。

武夷山市茶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顾问江书华
透露，近年来武夷山市茶山综合整治已达六七
万亩。

“我们把道理讲透，老百姓还是理解的。好
山好水出好茶！”江书华说。

在五常市卫国乡的田埂上，北大仓集团董
事长隋熙明指着眼前一片休耕的黑土说，“五常
大米缺少真正的龙头企业。我们将按欧盟标准，
打造中国第一品牌的五常大米。”

隋熙明介绍，北大仓集团现已流转了
15000 亩稻田。为了涵养地力，他们计划休耕三
年，提高土地有机质含量。目前，土地休耕面积
已达 5000 亩，旨在“真正挖掘出黑土地的价
值”。

“一开始，当地有的官员并不理解，质疑
我们大面积休耕会引发外界误解五常土地
有污染，影响五常大米品牌。”隋熙明对新华
每日电讯记者说，他梦想把北大仓的五常大
米做成法国波尔多酒庄红酒一样的世界品
牌。

“我们有最好的土地，最好的米，最好的肥
料，用国际标准，让外国人碗中装满中国米。”
隋熙明豪言道。 （下转 14 版）

产业视角：五常米的隐忧和大红袍的从容

▲九龙窠上的母树大红袍是传说中的皇家贡品。 本报记者刘荒摄 ▲今年 6 月初，五常市一处稻田。 本报记者李坤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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