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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记我市茶业引路人郑永球老师野三变冶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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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文静

茶园美景

茗家庄园

郑永球教授在观察茶叶生长情况 李文静 摄
郑永球教授是我市茶业泰斗袁他
在华南农业大学从事茶学专业教学尧
科研和茶艺师尧评茶师等职业技能培
训鉴定工作已有 40 余年袁他又是廉江
茶业的引导人袁 对廉江引种金萱茶功
不可没遥 丰富的经验告诉他袁 廉江茶
的种植加工技术要提高袁廉江茶的品
牌文化更要创兴袁 廉江茶的价值才能
显现袁茶农才会赚更多钱遥 本已退休
的郑老师依然在为廉江茶的事业努力
拼搏着袁为实现廉江茶的品牌梦尧广大
茶农的致富梦奋斗着遥
荫 荒山变茶园袁基地成景区
学生时代的郑老师在华南农业大
学攻读植物遗传育种专业袁 毕业后留
校任教袁因爱好喝茶袁成为了茶学专业
的教师袁 是华南农业大学开设茶专课
程最早的老师之一袁是资深元老袁培训
了众多学生遥 他理论知识丰富袁 考察
过全国各地的茶区袁 最终决定将金萱
茶引进廉江袁对家乡茶业的发展贡献
巨大遥
野台湾金萱茶品种先是引进福建袁
因为品种质优尧生长旺盛尧产量高袁很
适合廉江种植遥冶郑老师说遥从 1999 年
开始袁为引进推广金萱茶品种袁郑老师
经常回廉江提供技术支持袁 现在廉江
茶品种以金萱茶为主遥 那时袁 郑老师
就有了建设一块属于自己的茶基地的
想法遥 2005 年清明节袁郑老师回到家
乡新民镇龙村村委羊角岭村扫墓时袁
发现村里有一片 400 亩的荒山袁 于是
租下了这片荒山遥最初的想法很简单袁
做点自己专业兴趣的事遥 但事实是袁
种茶离不开经营袁结果越种越多袁越做
越大袁从请工人到建茶厂袁逐步发展到
成立公司袁 面积也逐渐扩大了遥 茶基
地现有固定工人 20 多人袁每日可采摘
上千斤茶青袁分成几个片区轮流采摘袁
一年四季几乎采茶不断遥
郑老师的茶基地所在地是历史上
的深山老林袁 也是红色根据地遥 由于
这里太偏僻袁 建茶基地前很多妇女都
不敢一个人来这里干农活遥 荒山的底
层都是风化石袁表面泥土少尧不保水袁
很难种活茶树遥经过几年的不辞劳苦袁
改土尧增施有机肥袁并使用滴灌技术袁
风化石头渐渐变成细泥袁 才能满足茶
树的自然生长需求袁并由此创造了岩
韵的茶叶优质条件遥 茶园建立了袁茶
厂建起了袁带动了周边农村的农户就
业遥茶基地根据工人的专长安排工作袁
五六十岁的农妇一个月可有两三千元

收入袁她们一边照顾家庭袁一边就近工
作袁明显地增加了家庭收入遥
郑老师用野愚公移山冶的精神开荒
种茶袁一点一滴规划建设袁把基地打造
成野中华茶文化大观园冶遥 现在的茶园
已建成生态尧 观光休闲和游学的好去
处袁茶树品种包含红茶尧绿茶尧乌龙茶
和白茶等十多个袁 种植方式包括自然
生长尧修剪茶园尧品种茶园几种遥 基地
还配套了住宿等各项设施袁可供看的尧
学的尧做的尧饮的尧吃的尧住的袁有关配
套将在今年 9 月份完善遥其中袁茶文化
广场区域的茶艺师尧 评茶员等职业技
能培训和茶叶加工技能实践袁 茶艺乐
园区域的品茶尧吃茶餐尧摘瓜菜尧钓鱼
等活动袁瓜棚种的丝瓜尧南瓜尧葫芦瓜
等袁将带给游客趣味浓郁尧游学开心的
意境遥
基地近期将推出 野茶文化游学要
廉江茶乡 4 到 5 日游冶遥作为游学的概
念袁融合多种元素袁让游客在游学的几
天时间里认识有关茶品种袁 实践有关
茶制法袁了解廉江茶特色袁学习特色茶
技术遥 郑老师对此把握十足袁 因为游
客多数是他的学生袁 或者是与茶有关
的从业人员袁 对茶兴趣浓厚遥 广东的
茶艺师尧 评茶员职业培训也是他最先
操办袁培养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遥学
生们表示想来看望老师袁 也想深入学
茶做茶遥这里是茶文化游学的好地方袁
茶叶采摘时间长袁 全年只有春节前后
一个月不采茶袁 一年可从业 11 个月遥
游客来之后袁 在工作人员的专业指导
下袁可以自己采摘袁然后亲自动手加工
制作成茶叶袁体验做茶的快乐遥
荫 教授变茶农袁理论到实践
从业 40 多年来袁 从教授走向茶
农袁郑老师深有感慨地说院野很不容易浴
在学校上课袁老师只要上完课就行袁回
乡种茶要打理的事太多了袁 除了技术
上的种植加工袁还有建厂尧配电尧配置
机器尧投资预算尧市场开拓尧基地规划
设计等袁 事无巨细袁 都得自己经手操
作遥 冶他感叹当老师容易袁当茶农难袁
但还要一直坚守这份茶事业遥
从理论到实践袁 对郑老师面向社
会开展职业培训鉴定工作也更加有
利遥 广东茶区种茶尧加工尧评茶尧茶艺
四个工种的职业考证的需求大袁 他要
到处出差讲课遥职业证书对茶农就业尧
创业帮助很大袁茶农开始意识不强袁到
后来主动要求学习遥郑老师说袁学习让
茶农收益匪浅袁 以前只知道要这样做

茶袁现在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茶了袁也
学会了应对天气变化袁 保证茶品质的
技术遥 这时候的郑老师袁 理论和实践
都是业内翘楚袁他的讲课更具有吸引
力袁学员听得津津有味袁听得入神遥
郑老师认为当下农民的思维要提
升袁要转变观念袁认识商品农业的特殊
性袁要从科技方面推动优质产品生产袁
从而提高收益遥郑老师为了改造换种袁
让工人砍掉原有茶树的枝叶袁 嫁接英
红九号遥 工人们都觉得不可理解袁可
惜好不容易生长茂盛的茶树袁茶农们
一开始都不愿意改造袁 结果改造的部
分茶园袁半年后就长出新枝且能采茶
了袁无不佩服郑老师的技术袁后来大胆
地应用茶树嫁接换种技术了遥 嫁接既
考验技术也考验管理袁 当时郑老师连
续 2尧3 个月在基地守着袁不敢外出遥通
过与金萱等乌龙茶品种嫁接改良后的
英红九号袁茶叶香味更好了袁产量也更
高了袁因为金萱茶的根系发达袁促使英
红九号更好地吸收养分袁 长得又快又
好袁每 5 天就可以摘茶一芽二叶一次遥
郑老师至今还在不断学习袁 一直
在研究并付诸实践袁 综合使用多种技
术袁推陈出新袁创造新的茶特色袁经过
效果验证后再大力推广遥 自己新摸索
到的经验袁 郑老师总会第一时间传播
出去袁 他的讲课也是毫无保留遥 郑老
师推崇种植茶树不喷杀虫药的技术袁
如果有虫就剪掉或者采摘袁 保持天然
原生态遥 他在冬天才给茶树施肥袁挖
沟埋花生麸袁 一年施一次肥就足够遥
他说院野临冬施花生麸也是科技的体
现袁一是冬天农民休耕袁劳动力充足曰
二是可以提高土温袁 延长根系生长时
间曰三是挖沟可松土袁改良土壤曰四是
可挖沟可断茶树根袁 重新生长的毛根
能更好吸收养分袁多方面对茶树有好
处遥 冶
荫 茶叶变茶业袁积极育品牌
野现在做游学袁 先让游客加深了
解袁 再组织茶艺人讲座袁 兼顾职业培
训遥最好是 30 人一个班袁方便教学袁保
证教学质量遥 掌握了泡茶技术的人泡
出的茶味道是不一样的袁同一种茶叶袁
不同的人会泡出不同的味道遥 冶 郑老
师对未来的规划了然于心袁 搞好基地
生产后袁要把大学的茶文化教学搬到
廉江来袁 挖掘茶文化深层次的内容遥
从种茶到种好茶袁再到提升茶文化袁形
成新的销售理念袁 最终打造地方品牌
文化遥

郑老师将青春年华都奉献在茶业
这行袁他造诣深厚袁技术成熟袁对广东
各地茶业发展都有所贡献遥 当初家人
都劝郑老师不要做茶基地袁 因为太多
事要管袁 太累人袁 还要掏不少钱搞建
设袁不如退休享清福遥但郑老师的理想
是从政府尧社会的角度出发袁为廉江树
立起茶品牌效应袁 让外地人了解廉江
茶袁学习种好茶尧加工好茶袁集合全廉
江的茶业老板共同努力袁 规划设计廉
江茶乡 4尧5 日游袁带游客逛一圈袁参观
廉江茶业的主要企业遥 这个想法也得
到大家的支持袁 希望以此带动整个廉
江茶产业发展遥去年在各方的支持下袁
茶基地投资 100 万元修好了进基地的
道路袁现在建设好了住宿楼袁正在配置
茶叶小型加工机器设备袁 预计 9 月底
将对外开放茶文化游学遥
茶文化游学并不是基地的主要经
济收入袁 郑老师希望以此打造和提升
廉江茶业品牌和品牌文化袁 提升社会
影响力袁吸引人品一品醇厚的廉江茶遥
野现在廉江茶业还是单纯的种茶和卖
茶袁品牌声誉还不够遥 茶是无价的袁声
誉高了袁有人崇拜袁茶才值钱袁才能卖
出好价钱遥 冶郑老师坦言袁廉江茶产品
文化含量少袁价值低袁现在要做的就是
提升人们对廉江茶的认同感遥
野茶包容性强袁谁都可以喝袁但与
生活用品不同袁 喝茶是一种相聚的精
神文化生活袁不止从健康方面考虑袁更
重要是喝茶过程中的交流遥 现在喝茶
的人越来越年轻化袁 体现出大家对精
神生活的接受遥 冶郑老师说袁中国文化
与茶文化已经融合在一起了袁 充斥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袁 要启发人们认识茶
的作用袁对茶有所追求袁懂得茶最关键
的作用是修身养性袁 能将日常粗鲁的
行为转变为有修养袁 举手投足间优雅
大方袁进而改变心态袁提升精神面貌尧
气质涵养遥待时机成熟后袁他会带幼儿
园尧中小学的学生到基地参加实践袁基
地配套食宿袁 全年种有有机蔬菜尧瓜
果遥今年重点还是打造品牌袁推广茶文
化袁促进廉江整体茶叶销售袁提高茶的
文化价值含量遥
做过教学尧行政袁现在潜心茶叶技
术尧 文化袁 一心打造廉江本土茶业品
牌尧特色效应袁郑老师用以往的经验积
累袁来做一番事业袁他相信将来肯定会
有效果袁也有耐心等待开花结果袁茶香
飘满的野小康路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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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中秋，
郑老师的茶隆重推出市场
9 月 5 日到 15 日开展大优惠活动
10 月中旬中华茶文化德道观光园举办启动仪式
向社会各界隆重推介茶文化休闲旅游
廉江市德道茶叶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湛江廉江市新民镇龙村羊角岭德道茶园（茗家村） 联系方式：18319338668、13553527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