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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3月16日（星期六）

新闻综合频道
07:00 新闻综合全天导视
07:01 玉环新闻
07:25 榴岛聚焦
08:00 海湾影院
乘风破浪
09:50 天南地北玉环人第
二季 2-3
11:30 乡土
12:00 玉环新闻
12:25 榴岛聚焦
13:00 海湾影院：
西游伏妖篇
15:00 玉环新闻

传承火山茶制作技艺，
力创家乡名茶

15:25 榴岛聚焦
16:00 新时代物语
17:00 乡土
17:30 新闻综合晚间导视
17:31 动画片
让梦想起飞 28
18:00 幽默观察家 8
19:00 转播中央台《新闻
联播》

春暖花开，茶叶飘香。每年的春季都是采茶、
喝茶的好季节，玉环火山茶也迎来了红红火火的开
采季，更可喜的是玉环火山茶制作技艺也被评为第
六批玉环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为此我们走访了玉
环火山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林招水先生。

玉环火山茶的历史渊源
说起玉环火山茶，不仅也让人想追溯玉环植茶
的历史渊源。据悉，玉环植茶历史悠久，雍正十年
（1732 年） 的玉环志就有了茶的记载，但由于茶叶
选材粗、制作技术和经济效益等历史原因，挫伤着
世代茶农的积极性，玉环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
减少，坊间也一直流传“玉环何日出名茶”的无奈
之声。
玉环火山地处大麦屿镶额，这里地理环境优
越，盛产良田沃地，据清朝光绪年间 《玉环厅志·
叙山》 有记载：“四围皆山，多良田美地，环以桑
麻竹树，不啻海外桃源。”清代苏海有诗云：“当年
驱石作蜂飞，谁向山前识破机。今日黄花开满地，
烽群攒簇石成围。成羊喷饭事依稀，一落空山入不
飞，拟割蜂房收石蜜，是蜂是石未全非。”古老而
又美丽的玉环火山口，山上常年云雾缭绕，奇石纷
呈，沿山脚，有龙额仙谷，谷中常年流水潺潺，多
沟壑，两侧树木郁葱，奇花异草，一年四季色彩斑
斓。
在大麦屿镶额还有一棵上百年的古茶树，关于
火山古茶树的传说被历代村民口口相传，传说何仙
姑不忍看到当地村民生存艰辛，将在玉母蟠桃盛会
上观世音菩萨送的茶籽撒在玉环火山上，于是长出
了火山仙茶树。这些茶树至今还长在火山岩岩缝
上，保存完好。
林招水是大麦屿镶额人，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种
植茶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林招水的父亲林明贤
也跟乡亲们在火山上种植茶叶，但当时种茶技术落
后，经济效益也不好，种茶仅限于自给自足，于是

种茶的人越来越少，几乎绝迹。林招水从小耳濡目
染，看着父辈苦心经营，却创不出名茶，他心有不
甘，希望能传承并发扬传统火山茶种植技艺，励志
为家乡打造一方名茶。

独特的火山茶制作技艺
“我们去浙江大学华家池农业园、华西村、西
湖龙井、宁波、新昌、安吉等地考察，回来后就决
定在火山口种茶叶。”而林招水的开局并不顺利，
由于种植经验不足，种下的茶树大部分被土地吸
收，不见踪影，“火山上种茶又一次面临失败，一
些人不理解，觉得在火山上种茶不现实，我在做无
用功。”林招水当时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放
弃，要么继续坚持下去。
林招水说：“朋友推荐我去中国茶叶研究所求
学，学习吸收相关的新知识新学问。”说干就干，
于是林招水到中国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学会、中
国茶叶博物馆、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学习，从
初级评茶员-中级评茶员-高级评茶员-国家二级评
茶师-高级农民技师，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通过老师介绍，林招水到新昌聘请拥有三四十年种
茶制茶大师梁师傅为公司技术总监，为玉环缩短了
茶业发展的三五十年历史。引进中茶、安吉白茶、
黄金茶等中国优质茶苗，并经过嫁接技术成功培育
出火山一号茶、火山二号茶、火山三号茶、火山黄
金茶和火山白茶。林招水发现世界范围内，海岛上
面有茶的并不多，火山上面种茶的则少之又少，海
岛加火山再加茶的组合，全世界范围内发现只有三
个 （韩国的济州岛、印尼爪哇岛以及中国玉环的海
岛火山茶）。
林招水听取茶叶专家的意见并走访世界各著名
茶叶产地，采用最原始的“自然农法”种植茶叶，
坚持做零农残的茶。完全不施用任何农药、除草
剂、不添加任何化学食品添加剂等物质，不仅如
此，还争取做到脚踩泥土上有脚印、脚印下面有蚯

蚓和蚂蚁，选的有机肥不是市场买的普通有机肥，
而是用小厂菜籽饼和鸽子肥精心制作而成。
独特的生态和精湛的工艺，用人工和物理手
段，把茶园里的植物杂草和树叶变成为天然的有机
物，有机质一天天发酵分解，生长代谢，自然生物
链开始重新组合，把火山灰土壤提升成为有机肥沃
土壤，火山灰土壤富含硒、磷、钾、钙、镁、磷、
铁、锌等几十种有利人体新陈代谢的矿物质微量元
素，让火山茶更具内涵和活力。
从祖传的种茶制茶技艺出发，结合我国传统制
茶技术，林招水携同梁海平、张春胜等人，经十余
年的传承和实践，形成了一套科学规范的制茶技
艺，包括采茶的选料、加工时间、温度掌握、揉捻
的压力、形状的形成、水分的含量、杀青机内桶棱
条角度、揉桶的安装角度等都很讲究，终获优良品
种龍额火山茶。
由于海岛火山独特的地理环境及自然农法种
植，火山茶的茶叶采摘期一年之中超 100 天，远超
市面一般茶叶，尤其以采于清明至谷雨之间的品质
最佳,所有茶叶坚持采摘为一芽一叶。经“采摘-萎
调-揉捻-发酵-理条-初烘-复烘-提香-冷藏-复烘提香-精选成品”等 12 道工序精制而成。
传统制作技艺的龍额火山茶特点鲜明，绿茶外
形扁平，挺秀光洁，色泽黄绿，冲泡后细嫩成朵，
汤色嫩绿明亮，幽兰清香，滋味醇和爽口。有“色
绿、香郁、味甘、形美”的独特韵味。红茶茶形细
卷如眉，茶色姹紫嫣红，茶香鲜甜清纯，茶汤澄明
透亮，滋味醇和干爽，叶底红匀明亮。独特的种植
方法和加工工艺，凝聚了海岛火山的精华，使海岛
火山茶，更具内涵和魅力。
龍额火山茶的制作，因其地域的独特性，制茶
技艺蕴含了当地山民对自身历史文化、精神文化、
生产商贸文化的深刻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融入于龍
额火山茶的制作中，自然农法，匠心制作便是民间
信仰、民间意识在制茶过程中独特的体现，形成了
海岛火山特有的火山茶文化。

传承技艺力创一方名茶
林招水说：“而如今，龍额火山茶的制作队伍
后继乏人，公司人员年龄偏高，从业人员大多以中
老年为主，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年轻人选择职业
空间宽广，对于从事这项长期生活在山区、技艺操
作要求高、工作时间长、工作内容单一的职业缺乏

兴趣。加之代表性传承人仅一人，技艺传承青黄不
接。
”
他表示，口传心授的手工技艺，全凭悟性和经
验的积累，正所谓熟能生巧，龍额火山茶的制作技
艺传承需要长时间的观摩、训练和实践，制作工艺
中涉及部分环节需要靠经验判断，暂时无法形成切
实有效的传承机制。迫于企业规模化发展的经济压
力以及各项成本的提升，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机械正
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越来越多的化学用品、农
药、除草剂正一步步侵蚀着土地，使最具价值和特
色的龍额火山茶制作传统技艺难以为继。
为了全面系统准确地保护海岛火山茶制作技艺
及其文化空间，接下来，需要搞好“传帮带”，结
合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对其他一批传承人的培养和
保护，并注重在年轻一代或学生中传播和教育，使
他们形成传习自觉。同时，对龍额火山茶制作技艺
建立完整的档案，采用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和
数字化技术处理。对相关器具，实物作妥善保存，
建好海岛火山茶制作技艺传习所。
如今，龍额火山茶品牌创建十年，成功举办七
届龍额火山茶文化节，成立中国茶叶学会国内首批
专家工作站，先后荣获上海国际茶文化节特优金
奖，“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特等奖，2017 年龍
额火山红茶入选中国茶叶博物馆名茶样库和中国第
五届茶叶博览会大会指定红茶，宁波国际食品博览
会“最受老百姓喜爱茶”和 2018 年中国红茶领军
品牌，享有“西湖出龍井，东海跃龍额”的东海明
珠之美称。
为了扩大火山茶文化内涵和知名度，林招水走
出了一条“以文化科普教育农业、以休闲创意观光
农业推动火山茶品牌”的发展道路，打造了“登火
山，观茶园、品仙茗、学文化、采茶叶”等精品旅
游路线，将火山茶与音乐、摄影和科普等结合起
来，举办全民饮茶日、火山茶开采节和高峰论坛等
活动，为火山茶园搭建一个供社会体验、交流和互
动的平台。
十年耕耘，林招水把一片茶叶做成了火山梦，
把偏僻荒芜的火山岩变成了红红火火、充满活力的
火山茶博园，为乡村振兴这一伟大事业贡献力量，
打造出世界三大海岛火山茶品牌之一。林招水说：
“我希望能传承并发扬老一辈茶农用心、肯吃苦的
优良传统，再结合现代科技技术，力创一方名茶，
为家乡品牌发展战略赢得尊敬。
”

李瑾绘

19:30 玉环新闻
19:55 榴岛聚焦
20:15 乡土
20:30 新时代物语
21:00 玉环新闻
21:25 榴岛聚焦
21:55 乡土
22:05 海湾影院
大闹天竺

社会生活频道
07:00 社会生活全天导视
07:02 乡土
07:30 把爱带回家 46
08:15 把爱带回家 47
09:00 玉环新闻
09:25 榴岛聚焦
09:40 把爱带回家 48
10:25 把爱带回家 49
11:15 生活大参考
12:00 乡土
12:40 大厨到你家 15
13:00 玉环新闻
13:20 榴岛聚焦
14:00 白云飘飘的年代 30
14:45 换了人间 1
15:50 换了人间 2
16:50 全民运动汇 13
17:30 社会生活晚间导视
17:31 大掌门 6
18:20 大掌门 7
19:10 乡土
19:40 悠游天下 8
20:00 玉环新闻
20:25 榴岛聚焦
20:55 白云飘飘的年代 30
21:45 换了人间 1
22:30 换了人间 2
23:20 乡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