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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歌 嘹 亮茶 歌 嘹 亮
——西藏自治区发展茶产业调查

本报记者 常 理 代 玲

历史上，西藏并不产茶。茶叶在川、滇等地被制作成茶砖、茶饼，经茶马古道入藏。西藏和平解放后，

才正式开启种植茶叶的历史。如今，独具特色的“雪域高原茶”开始走向全国……

在这个与茶有着不解之缘的地方，人们发展茶产业经历了哪些波折？又正在寻找一条什么样的“因地

制宜”之路？经济日报记者近日深入西藏茶产业具代表性的林芝市展开采访调研。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雪域高原，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迎来新的一天。取几块青茶，小火慢

煮，待茶汤变成深褐色，和酥油、奶、盐、糖等一起

倒入搅拌机里均匀搅拌……对于藏族人家来说，

制作酥油茶是一天中最重要也最有仪式感的事

情之一。喝一碗香浓美味的酥油茶，是美好一天

的开始。

饮茶，在西藏已有千年历史。古时，云南、四

川两地的茶叶，经绵延数千公里的茶马古道运入

西藏。如今，由运茶入藏，变成了西藏种植的茶

叶销往全国。西藏与茶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生了变化。为了一探西藏茶产业发展的究竟，

记者选择来到茶产业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林芝市

采访调研。

茶叶入藏

西藏人民有多爱茶？统计数据显示，西藏

年人均茶叶消费量达 16斤左右，在全国名列前

茅。当地更有“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

茶”的俗语，茶叶在西藏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可

见一斑。

西藏人民爱茶是有原因的。由于身处高寒

地区，过去他们很少能够吃到新鲜的水果和蔬

菜，主要的食物是牛羊肉、奶酪、青稞炒面等。这

些食物蛋白质、脂肪含量高，易引起燥热等不

适。茶叶中含有茶多酚、咖啡碱等成分，具有生

津止渴、清除油腻、补充营养物质、调节人体代谢

机能等功效。

历史上，西藏并不产茶。茶叶在川、滇等地

被制作成茶砖、茶饼，由马帮经茶马古道运进

西藏。

茶叶入藏并不容易。茶马古道中的川藏道

从四川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再至拉萨。这条

路崎岖难行，危险重重，途中大部分茶叶靠人力

搬运。当时马帮的行程按轻重而定，轻者日行

20公里，重者日行10公里至15公里。

四川雅安市天全县是川藏古道向西延伸的

必经之路。今天在这里还能看见茶马古道留下

的烙印——拐子窝。当年背夫们在中途休息时，

背子不卸肩，用丁字杵支撑背子，长年累月，坚硬

的石块上便留下了一个个坑窝。

滇藏道是茶马古道的另一条主干道。它南

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大理和丽

江地区进入西藏。云南丽江束河古镇曾是滇藏

道中的一个重要驿站。古时，这里水草肥美、背

风向阳、交通便利，有利于马帮起居。今天的束

河古镇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当年的风貌，坑洼的石

板路，古色古香的民族建筑，偶尔穿行在街道上

的马车，让人仿佛穿越回那个茶香四溢、马蹄声

声的茶马古道上。

崭露头角

古时西藏不产茶，主要与地理环境、气候环

境和种植技术有关。相传文成公主入藏时曾尝

试在西藏种茶，但未能成功。西藏真正告别不产

茶的历史，是在和平解放以后。

1960 年，原十八军部分部队留驻林芝市，

负责建设易贡军垦农场。“当时的军垦农场有屯

垦戍边任务，主要种植青稞、小麦等粮食作

物。”林芝市易贡茶场副场长陈凯告诉记者。

1963 年，部队官兵为响应“开发边疆、建设边

疆”的号召，从四川省蒙顶茶场引进了四川中

小叶茶树，并试种成功，由此开启了西藏种植

茶叶的历史。

1971 年，原西藏工委作出《关于在西藏大力

发展茶叶生产的决定》，先后在海拔 1500 米至

3700 米的多地开展广泛试种。最终，林芝地区

由于海拔相对较低、气候等因素较为适合，成为

西藏最主要的茶叶产区。目前，林芝市的茶叶播

种面积达到 7万余亩，主要集中在波密、墨脱、察

隅 3个县和易贡茶场，预计到“十四五”末期能够

达到10万亩。

尽管这个数量的种植规模在全国排不上名

次，但是对于西藏却意义重大。一方面，它彻底

结束了西藏不产茶的历史；另一方面，高品质茶

叶被成功地销售到全国各地，让消费者感受到了

高原茶叶的独特口感和魅力。

“高原地区种植茶叶很不容易，成本要比低

海拔地区高 3 倍至 5 倍。”陈凯说，但高原茶叶

有着独特的竞争优势，绿色、无污染、营养物

质丰富。这些因素使得西藏的茶叶价格也较

高，一斤绿茶的售价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

而且供不应求。近两年，易贡茶场的茶叶在网

上销售很好，已经占到茶场销售总额的 20%

以上。

与易贡茶场隔湖相望的易贡乡，一片 2600

亩的茶园内，种满了云南乔木型茶树，长势喜人，

很快就可以采摘制作并销往全国了。这是 2019

年民营企业家张延礼从云南西双版纳移植过来

的树种。他希望，将来全国各地的人们都能够喝

上雪域高原的优质茶叶。

同样被看好的还有林芝市波密县古乡雪瓦

卡村，这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曾经，这里

的村民们靠上山采集林下资源和外出打工维持

生活。

2015 年，搞农业出身的北京人苏旭带着对

茶叶的热爱以及对高原的好奇来到雪瓦卡村。

通过跟村里协商，统一流转了 1000亩土地，开始

试种茶叶，并成立了京藏雪域茶叶有限公司。

“前几年真的很难，我们从外地运苗过来种

植，成活率很低。后来慢慢调整技术，在当地发

展苗圃基地，现在茶树苗的成活率基本保持在

95%以上。”苏旭说，去年，他的茶园已经开始小

规模采茶了，预计今年产量将大有提升。西藏洁

净的自然环境以及独特的气候资源使得这里所

产的茶叶品质较高，随着产量提升，名气逐渐壮

大，未来应该很有市场前景。

苏旭的话不假。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四届中

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上，来自西藏的高原绿茶、

红茶、白茶，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品鉴和购买。

很多人表示，一听是西藏产的茶叶，就觉得很

放心。

如今，在西藏山南市的错那县，林芝市的察

隅县、波密县、墨脱县等地，茶田纵横，茶树飘香，

茶产业作为西藏新兴的绿色产业，已在全国市场

中崭露头角。

致富“叶子”

茶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种植、除

草、采摘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西

藏茶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为增收致

富创造了条件。

“以前就靠打零工赚钱，收入不稳定。如今，

我们在村里的茶叶项目中打工，一个月有 4500

元工资。再加上土地流转一年每亩 600 元的补

贴，收入稳定，心里也踏实了。”42岁的阿旺措姆

是林芝市巴宜区鲁朗镇拉月村村民，她所说的茶

叶项目指的是拉月村 2019年引进的“茶园木歌、

美丽香村”乡村振兴项目。

“拉月村以前撂荒的土地很多，由于地处山

区，各家各户自己种植起来很不方便。我们把土

地流转过来后统一规划，开始规模种植茶叶。”项

目负责人郑显军告诉记者，该项目一期工程已于

2020 年底完成，目前种植了 120 亩软枝乌龙，二

期预计种植350亩。

“去年，项目带动拉月村投工投劳 2000余人

次，创收 300余万元。”拉月村党支部书记格桑拉

姆说，“只要这个项目还在，大家的生活就会一天

天变好的嘛”。

“赚了钱，打算做什么呢？”面对记者的提问，

阿旺措姆笑了：“当然是供孩子多读书了！希望

孩子将来走出大山，有更好的发展。”

为了让当地群众收入有长期保障，林芝市还

积极推动茶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郑显军

说，他们将把拉月村打造成一个文旅小镇，除了

茶园、民宿，还将引入藏香、藏饰等藏族传统手工

业，让游客可以全方位地观赏游玩。

“如何让群众持续增收？茶旅融合是一条切

实可行的路子。”林芝市波密县副县长王勇认为，

茶产业连接一二三产业，是大有作为的民生产

业，应发挥好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为下一代人造福。

林芝市墨脱县是我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

因经济发展落后，一直被称为“高原孤岛”。由于

墨脱县海拔低、气候好，很适合种植茶叶。2013

年墨脱县公路通车后，当地茶产业也逐步壮大起

来。目前，墨脱县已成为林芝市最大的茶叶生产

基地。今年 3 月 5 日至 5 月 16 日，墨脱县共计采

摘茶青11.8万斤，农牧民共计增收约353.6万元，

茶产业成为群众致富的“金叶子”。

林芝市农牧特色产业办公室主任刘金凤告

诉记者，近年来，林芝市鼓励企业招收当地农牧

民参与茶园建设和后期管护，通过劳务投入带动

农牧民增收。同时，还引导农牧民群众参与茶产

业发展，建立家庭农茶场和集体合作社自主种茶

实 现 增 收 。 2020 年 ，林 芝 市 茶 产 业 产 值 达

8506.55万元，累计带动就业 1.05万人，实现各类

增收4228.55万元、人均增收4012元。

健康理念

在西藏人们主要喝 3 种茶：酥油茶、甜茶和

清茶。这 3 种茶饮都要用到一个原料——边销

茶，在内蒙古、新疆等地区也称为砖茶、青砖、茯

砖等。尽管边销茶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

和营养物质，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含氟量较高，

不符合当前人们对健康生活的需要。

2020 年，国家卫健委印发的《饮茶型地氟病

健康教育核心信息》提出，要引导群众购买饮用

含氟量合格（小于或等于 300毫克/公斤）的低氟

砖茶。而西藏人民习惯饮用的边销茶每公斤含

氟量通常在 500 毫克至 800 毫克，高者甚至达到

每公斤 1000毫克以上。长期服用高氟茶会引起

氟中毒，严重的会患上氟骨症，导致劳动能力降

低或丧失。氟骨症在西藏是比较常见的疾病。

为了积极推广低氟边销茶，引导人们健康饮

茶，西藏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健康饮

茶”工作实施方案（2020—2025 年）》《关于开展

健康茶推广试点工作方案》等。方案明确提出，

到 2023年底，西藏自治区健康茶生产供应充足，

市场环境不断改善和优化，各族群众的“健康饮

茶”消费理念基本形成。西藏自治区“十四五”规

划中也提到，要实施低氟健康茶补贴政策。

茶叶企业积极响应号召。易贡茶场每年边

销茶产量约有 20万斤，2019年，茶场开始改进生

产工艺，推广低氟边销茶；林芝墨脱茶业有限公

司通过拼配、改良等方式，降低边销茶中的氟含

量，保证人们健康饮茶。

林芝市也正在进行大规模健康茶茶叶基地

建设。截至目前，林芝市已完成健康茶种植 4万

余亩。“十四五”末期，林芝市将完成 10万亩健康

茶原料基地的建设任务。刘金凤介绍，林芝市持

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同相关科研机构合作，在

不破坏原有边销茶口感基础上，突破低氟茶生产

技术难题，研制生产出低氟健康的边销茶。建立

产品“溯源体系”，通过“有机茶”复核认证实现茶

叶从田间管理到生产加工各环节品质的提升。

在采访中，记者也欣喜地看到，由于西藏地

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消费升级步伐加

快，对茶叶的需求也在悄然变化。有统计数据显

示，过去西藏茶叶消费的 98%以上为边销茶。近

年来，绿茶、红茶、花茶等销量逐步提升，已占西

藏茶叶销售的15%以上。

从过去长达千年的茶叶入藏，到 50 多年前

开始产茶，再到如今高品质茶叶销往全国各地，

西藏人民开始喝好茶、喝健康茶。小小的茶叶，

正在成为西藏发展中的一张亮丽名片。

到西藏之前，记者

并不知道这里产茶。毕

竟西藏没有一款像西湖

龙井、武夷岩茶等耳熟

能详的茶叶品类。西藏

的茶叶产量很小，在全

国排不上名次。那么，

西藏为何选择推广种植

茶树，发展茶产业？

在深入调研后，记

者找到了答案。

从文化层面看，在

西藏人民心中茶叶不仅

是一种商品。无论是古

时文成公主带茶入藏，

还是绵延千年的茶马古

道，历史赋予茶叶更多

的文化内涵。

从生态层面看，西

藏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几个茶叶主产地空气清

新、高山耸立、云雾缭

绕、湖水清澈，特别适合

茶叶种植，也能够产出

高品质茶叶。

从产业层面看，西

藏发展茶产业符合当地

群众的实际需要。茶产

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种植、收获、加工过

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通过政府投资、扶持、

引导，将产业做大做强，从而拉动百姓增收是

一条切实可行的致富路。

因此，尽管规模小、种植难度大、投入

成本高，西藏茶产业还是被不少人看好。如

何利用好高原地区独特的环境优势，发展好

茶产业，是当地政府、企业必须认真探索

的事。

地方政府应做大做强区域品牌，让西藏

茶叶在全国高端茶叶市场中的知名度、美誉

度得以稳步提升。毕竟在消费升级的今天，

高品质商品还是有市场的。

企业则需把握好在西藏发展茶产业的良

好机遇。西藏可开发利用、种植茶叶的地方

非常有限，对于已经在西藏站稳脚跟的茶叶

企业来说，要练好内功，育种、种植、采摘、加

工、销售等各个环节要严把质量关，坚持走绿

色、有机、无公害的发展路线。只有在品质上

高人一筹，才能让西藏茶叶叫好又叫座。

在西藏发展壮大茶产业是一项民生工

程。企业须耐得住寂寞，切不能贪图眼前利

益，做有损当地百姓、有损绿水青山的事。企

业要立足长远、稳扎稳打，真正把西藏茶产业

打造成绿色产业、民生产业、良心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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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贡茶场是西藏易贡茶场是西藏第一块规模种植的茶田第一块规模种植的茶田，，目前主要生产红茶目前主要生产红茶、、绿茶及边销茶绿茶及边销茶，，20202020年茶叶销售额比年茶叶销售额比 20192019年同期年同期

增长增长9595%%。。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常常 理理摄摄

林芝市巴宜区鲁朗镇拉月村村民在茶田里除草。

嘎玛多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