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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春时节，河北灵寿县太行山深处，一垄垄碧绿的茶树沿着
河谷分布，今年第一波春茶开始采摘了。展翼茶叶专业合作社管
理负责人刘振清轻抚着茶树的嫩梢新叶，喃喃地说：“要是老张
还在，也该在茶园忙活了！”

“老张”叫张占义，太行山上能产茶，靠的就是“老张”。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开篇就写

道。种茶产茶，自古就是南方的事。
尽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引种后，中国茶叶种植有所北

移，但始终无法有效突破“崂山——— 泰安”这条“三八线”。

不过今天，在“老张”的“鼓捣”下，这条线已北推 200 多公
里，近千亩、一垄垄绿油油的茶树奇迹般地出现在太行山上，产
出的还是氨基酸含量比一般南方茶高出很多的优质绿茶！

张占义，原本对种茶一无所知。这位半路出家的“门外汉”，
为何能将“南方嘉木”引上太行，让茶树植根燕赵大地？

故事，还得从 20 年前讲起。

喝杯茶“喝”出一个科研项目

本无“茶缘”的张占义，临近退休，也没听说河北能种茶。
偏偏，茶找上了门。
1997 年，时任河北省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所长兼党总支

书记的张占义，和同事到赵县柏林禅寺推销草坪草。
因为帮助解决了寺内树木病害难题，方丈净慧法师邀张占

义一行品禅茶以示谢意。
“好茶！”客人异口同声。净慧法师介绍说，他们品饮的是佛

教名茶“赵州茶”。
法师介绍，“赵州茶”产自江西永修县云居山，因与林木混杂

相生，也叫攒林茶。相传云居山真如寺的“赵州茶”，是留下著名
偈语“吃茶去”的唐代名僧从谂禅师从赵州移植过去的(从谂曾
常住赵州柏林禅寺，又叫“赵州和尚”)，佛教界一直有把“赵州
茶”引回燕赵种植的愿望。

为“请”回“赵州茶”，1993 年 4月，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
长净慧法师专程赴江西云居山背回 90株攒林茶茶苗，栽于柏林
禅寺，可惜没能成活。

“你们是搞农业科研的，请帮忙把‘赵州茶’从江西引回燕
赵！”面对省农科院专家，净慧法师“下了任务”。

彼时，56 岁的张占义刚调到省农科院工作。此前，他教过
书，当过公社书记、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还在太行山区灵寿县做
过 8 年主管农业的副县长。

“茶倒喝过，但哪里知道怎么种茶！”从门外汉成为太行“种茶
专家”，转眼 20 年过去了。去年秋天，在河北灵寿展翼茶叶专业合
作社茶园内，76 岁、满头白发的张占义，声音洪亮地叙说往事。

那次临走之前，老方丈还送了二两禅茶。张占义以为法师只
是说句玩笑话，也没当回事。

没想到，回到石家庄，净慧法师的电话也追了过来。张占义
只好含糊应付着，心想着再拖两个月也就过去了。

不承想，法师电话一个接着一个，认准老张了：“我是瞎子牵
驴不松手！我看你有股‘拧’劲，你能行！”法师既鼓励又“激将”：
“你这小小年纪怎能这么没志气？”

“其实，我早不是‘小小年纪’了，那年都 56 岁了！”张占义言
谈中，仍对净慧法师的执着心生“敬畏”。

躲是躲不过了！张占义转念一想，方丈认准自己，其实是认
准自己背后的力量——— 省一级最高农业科研机构这块“招牌”。
自己虽然对种茶两眼一抹黑，但周围有的是农业专家。

更重要的是，如果试验成功，这项技术也能造福于民啊。
在净慧法师的执着“追逼”下，张占义的“倔劲”也被激发出

来了：干吧！
“院长说，‘你糊涂啊，你本身不是学农的，这事你干得了

吗？’”张占义找院领导，领导起初并不支持。
不过，看着张占义已下定决心，听了他列出的可行性“论

证”，院长转而表示“可以一试”。
趁热打铁，张占义向院里提交了“‘赵州禅茶’的恢复和应用

研究”项目书，获得每年 8000元的“最小”项目经费。
4 人的课题组是凑齐了，但也有不少人等着看笑话：张占义

你一个政工出身的，要搞“南茶北移”？等着天上掉馅饼吧！
张占义“倔劲”又上来了，暗暗下决心要争口气，“吃”到天上

掉的“馅饼”。

奔赴江南求“真经”

张占义的生命开始进入“茶时间”。
他找来《中国茶经》《赵州志》《灵寿县志》等各种资料开始补

课，走访调研。“我来农科院之前一直在灵寿工作。听说西门村
1977 年曾试种过 1 亩茶树，我就翻山越岭去了解当年失败的经
历。又走访了赵县高级农艺师何英敏，了解他在 1995 年从黄山
引茶 50株种不活的情况。”老张又听说太行深处车轱辘坨村长
了棵一两人抱不过来的“大茶树”，就兴冲冲赶过去，结果一查

《中国植物图谱》，发现这树叫流苏，连茶科都不是。
当年 9月份，张占义拿着净慧法师的介绍信，远赴江西云居

山，花了 1000 多块钱“领”回来 2万株攒林茶茶苗，分别种在灵
寿县五岳寨、农科院院里等 6个点，连花盆也用上了。

然而经过一冬，2万株茶苗几乎全被冻死。
“决心是决心，真正干起来，还是要按科学规律办！”谈到初

次挫折，张占义一脸严肃，“搞‘南茶北移’，只学点皮毛，没有严密
的理论支持是很难成事的。”

茶是“南方嘉木”，不仅好品种在南方，最好的种茶技术也
在南方，要取“真经”，还得南下。

1998 年阳春三月，张占义一行背着《灵寿县土壤志》南
下，来到位于杭州的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取经。

“我问：‘能干吗’？老吴逗我：‘有点难！’”张占义追述往事。
时任茶叶研究所土肥室主任吴洵研究员听说他要在河北搞
“南茶北移”，当头先泼了冷水：“‘南茶北移’那是多少专家学者
梦寐以求的事，到目前也只能北移到崂山、泰安一带。你又不
是学农的，能搞成吗？”

业界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茶叶生产“过不了黄河”“突
不破三八线”——— 北纬 38 度线以北无法有效生产。

“倔劲”又一次扭转了“形势”。言谈中看着张占义“意志坚
决”，非干不可，吴研究员也就“转”了话锋，开始支招。

“什么事，你若铁心要干，人家原来不支持，也可能转而支
持。人家观望、不支持，多半是你的原因——— 你自己犹豫，不坚
定！”不愧是老宣传部长，老张边讲边给记者总结“规律”。

满肚子“茶经”的吴研究员告诉张占义，其实北方种茶
在现代条件下，“说难也不难”——— 最基本满足两条：一，

要有酸性土壤 ；二，冬天越冬不能冻死，气温不能低于
8℃。“你们河北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日光温室不是搞得挺
好吗，这个技术嫁接过来能保证茶树不被冻死。”

“专家就是专家！听到这里我开始觉得有戏了。”张占义描
述当年“取经”获得突破，脸上浮现出兴奋，“我在灵寿当过管
农业的副县长，知道太行山区有不少酸性土壤，加上我们所里
的大棚技术，基本条件满足了！”

吴研究员送给张占义几本小册子，还推荐了一批茶叶专
著，并表示愿意受他“遥控”——— 碰到问题随时来电话。

《制茶学》《茶叶加工学》《茶树栽培学》……张占义又去了
浙江农大，几乎买下所有与茶相关的书籍。

种植条件基本具备，又有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这座大
“靠山”支持，返回河北，张占义一行已是信心百倍。

艰难突破“三八线”

1998 年 3 月 30 日，一批两万多株“龙井 43 号”茶苗，从
温润的杭州落脚到北纬 38 °45′的巍巍太行山深处。

然而老天似乎有意作对，第二天竟然下起了大雪，半尺多
厚的雪把茶苗都埋起来了。

“这还不把小茶苗给冻死！”望着白茫茫一片，张占义大
惊，赶紧抓起电话向吴洵“求救”。吴研究员告诉心急如焚的张
占义，自己在山东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先别慌，过几天雪化了，
太阳出来绿叶不打蔫就没事。

两天后，雪化了，茶苗在阳光下重展翠绿，没有打蔫。
一场危机总算过去了！
但紧接着又冒出了新问题：草绿了、花开了，眼看“五一”

都到了，可茶树就是不见动静。
饭吃不香、觉睡不稳，张占义又慌了：“不会是死了吧？”
但电话另一端的吴洵一句话让他释然：“现在温度还不够

高，茶树要等到日平均气温在 10℃以上，芽才开始萌动。”
果然，随着山上气温升高，小茶苗开始长新叶了。夏

天，张占义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
可到了 10月 26 日，又“出事”了——— 管护茶苗的员工

打电话给张占义，说大山里霜降早，有些茶苗打了蔫。
原来，因信奉“高山云雾出名茶”说法，这批茶苗种在

海拔 1200 米高处，无霜期短。看来不能照搬南方经验！张占
义赶紧重新选址，把茶苗移到海拔 700 多米的漫山林场。

从此，这个不断扩容的山谷茶园成了张占义搞“南茶北
移”的“根据地”。

茶园临近风景秀丽的太行山五岳寨国家森林公园和漫山
花溪谷景区，与五台山隔山相望，抬头可见近在咫尺、海拔高
达 1900 多米的五岳寨主峰，一条溪流从旁淙淙流过。当石家
庄陷入雾霾重围的时候，这里空气质量往往是“优”。

农科院蔬菜大棚技术派上了用场——— 11月寒冬来临前，
张占义搭起 1 . 2 米高拱棚呵护这些来自南方的娇嫩小苗。

冻害控制住，可问题还没完。不久，茶苗又突然死了好多。
张占义电话打向杭州，吴洵一听描述，乐了，说“这是热死的”。

原来，工人为了保温，将拱棚捂得严严实实，中午温度突
然蹿高，茶树就活活闷死了。

吴洵叮嘱他们在棚顶上开些小窗，不时通风，监测温度。
“冷了不行热了也不行！”就像侍弄月子里的婴儿，张占义

住在茶园旁的简陋小屋里，心随着茶苗的长势时喜时忧，也终
于摸清了这“南方娇娃”的脾性。

几经折腾，茶苗生长慢慢走上了正轨。

“不小心”种出高档茶

看着这些南方精灵展芽吐绿、生机勃勃，张占义从最初
的“被迫”接活到慢慢对种茶着了迷，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
茶园旁的临建房里度过。

种茶是个“先苦后甘”的过程。经过了 4 年漫长的汗水浇
灌和忧心等待后，张占义的茶园出茶了，定名为“太行龙井”。

2001 年 7 月 14 日，这一天老张终生难忘——— 那是在举
国欢庆北京申奥成功的第二天，“南茶北移”科研项目也迎来
了“历史性”大喜事，顺利通过权威专家组的技术鉴定。

“该试验的初步成功，使我国茶树栽培北限又向北推移，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北方山区种植结构调整、发展
生态农业提供了新思路。”张占义一字一顿背出鉴定内容。

这一年，张占义已到了退休年龄。
至此，没人再嘲笑张占义搞“南茶北移”是“等天上掉馅

饼”了，但接踵而来的是质疑“太行龙井”的品质：谁不知道龙
井出在杭州，碧螺春出在苏州，那里的自然环境是“人间天
堂”，张占义还想在太行山上出名茶，真想上天了！

“绿润、匀整显芽，绿明亮，栗香浓郁，浓醇、鲜爽回甘，绿
亮、嫩匀成朵”，2002 年，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出具的权威检验报告，打破了“太行山上出不了好茶”的预言。

绿润、明亮，栗香浓郁、回甘……依据《中国茶叶大辞典》，
这都是用于评价高档绿茶的字眼啊！

“太行龙井”的品质好到张占义自己都有些意外。
传统观念中，好茶都产自南方，这“太行山上出好茶”是咋

回事呢？
“理论上，越往北绿茶品质越好，越往南红茶品质越好。”

今年 79 岁高龄的吴洵研究员，形象地阐释“北方能产好茶”的
科学道理，“北方日照长、昼夜温差大，一旦茶树靠大棚等设施
解决了‘活下来’的问题后，茶叶品质就完全有可能超越南方。
好比东北大米，种植历史没有南方长，但米质普遍好于南方。”

吴洵是“太行山区茶树引种鉴定及设施栽培技术”项目鉴
定测试组组长，仍清楚地记得 17 年前上太行鉴定“南茶北移”
的情形，对老张的“倔劲”印象深刻。

“好茶讲究‘两高一低’，高氨基酸、茶多酚，低咖啡碱，咱太
行龙井氨基酸含量远高于西湖龙井，耐泡。”在茶园塑钢搭就
的简易办公室里，老张边讲“茶经”边现场泡茶，果然香气四溢。

“我去送检，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工作人员
很纳闷——— 茶叶里咋检不出敌敌畏、滴滴涕、乐果等任何一种
农药残留呢？！”老张倔强的脸上写满自信、自豪，指着检验报
告上写着的“未检出”对记者说，“我摸出了一套绝对环保的独
家杀虫技术，茶叶是‘真绿色’。”

“太行龙井”一进入市场就占据了中高端，每斤卖 4000元
左右，好的年份能卖到 6000元，主要靠口口相传。

那一年，从省级到中央媒体纷纷上门采访，报道“南茶北
移”再获突破、跨过“三八线”、改写了河北种茶史的消息，上了
电视的张占义一时成了“名人”。

背债也要搞推广

但成功的喜悦毕竟是短暂的。
在灵寿当副县长多年，张占义始终觉得自己还没给当地

百姓留下一件能造福长远的实事，随着“南茶北移”科研项目
不断取得进展，他意识到这是了却心愿的大好机会。

老张流转承租的茶园，农民原本只能种点土豆玉米，一亩
地一年纯收入撑死三五百块钱。而按山东经验，一亩茶园的经
济效益是大棚菜的两倍、露天作物的十倍以上。同时，茶树的
管理、采摘、加工，还可以吸纳许多富余劳动力。

灵寿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低效益的土豆玉米地改种茶叶，

无疑有利于加快脱贫。

但由于观念等问题，还是有很多人对北方种茶不理解、不
支持，认为是瞎折腾。

有一段时间，“南茶北移”课题组几欲解散，科研经费几欲
断顿，四处“求”来的一点科研经费还被人中途克扣，张占义不
得不以个人的名义借来 5万块钱，搭棚越冬。

背债也要干！困境面前，张占义的“倔劲”再次发挥了作
用。他认定，在太行山区、在河北适宜的地方发展茶产业，是一
件造福当地百姓、强县富民的事。

尤其是看到“福建安溪从一个全国贫困县，靠着小小茶树
不仅脱了贫还进入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的报道，张
占义的信心更足了，紧迫感也更强了。

这位老宣传部长再次挥动“笔杆子”，“引经据典”“摆事实

说道理”，年复一年，向各级领导写“陈情书”，从土壤、气候、成
本到销售，陈说太行种茶的广阔前景和对脱贫攻坚的种种好
处。“多少起点效果。”老张用“倔劲”挣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为了延续研究，张占义注册了一家名为“河北太行茶叶研
究中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继续他的试验。

张占义经常要自己垫付茶园员工的工资，最困难的时候，
他背着近 10万元的外债。

百姓自发跟进，“南茶”扎根太行

“河北山区有适宜种茶的酸性土壤 1000 多万亩，仅太行
山区就有 700 多万亩，其中有灌溉条件的占 57 . 7% 。如果利
用其中 1% 用来种茶，即可发展 10 万亩。”“对山区人民脱贫
致富和山区生态建设有着双重深远的意义。”早在 2001 年，

专家们在“南茶北移”鉴定证书中就建议河北发展设施茶业。

近年来，从灵寿县、石家庄市到河北省，也曾有大力发展
河北茶产业的想法，从县委书记、厅长、副市长、副省长到省
长，都有过层层批示，做过“发展 1万亩、2万亩高标准茶业生
产示范基地”等具体论证规划。

让张占义感到惋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多数“规划”最终
只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真正落实的并不多。

倒是农民们最讲究实际，看着老张种茶远比种土豆玉米
合算，便自发开始效仿。

为让“南茶北移”技术尽早造福山区人民，这名衣着朴素
如农民的老共产党员自觉充当技术指导，几乎有求必应，带着
一股“牛劲”，奔走在太行田间地头。

张占义成立了茶叶合作社，茶园从三分地扩大到近百
亩———“南茶北移”技术，也慢慢地跨出了他的“根据地”，沿着
山沟倔强地蔓延，撒向太行山南北：南边邢台临城，北边保定
阜平，甚至远在山西运城，都有他的种茶徒弟。

山西运城垣曲县的张丽丽 2009 年就开始琢磨种茶，先
向山东日照学习，走了不少弯路。后来从百度上查到搞“南茶
北移”的张占义，通过灵寿县政府才联系上。

“我来灵寿学习，老张亲自到车站接我。”张丽丽很敬佩老
张的热情和对种茶的痴迷，“平时碰到问题就打电话找老张，
还帮我介绍专家，对我帮助很大。”

老张家在县城，还时不时往深山里的茶园跑，甚至翻山越
岭到外地指导其他农户种茶。“张老师经常到我茶园来指导，
去年七八月来了还夸我种得好呢。”灵寿往北，阜平石湖村的
康会丽，是老张三名女徒弟之一，对老张的执着赞不绝口。

康会丽种的茶颇受欢迎，甚至已卖到国外。“我流转的土
地，农民光地租每亩每年就有 1200 元纯收入，村里五六十岁
的老人到我茶园打工，3 个月采茶季能有 6000 元到 1 万元
收入。”康会丽很为自己茶园助农增收自豪。

目前，灵寿、阜平、临城等太行山区，已有茶园千亩。

太行香茗盼人识，乡村振兴添动力

“老汉 20 年来没白忙，换来太行一点春。”老张随口为自
己“总结”。当过宣传部长、副县长、所长，这名正处级“农民”最
喜欢的是“太行山上种茶人”这个“头衔”。

年近六旬才“学艺”，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南茶北移”任
务，从门外汉到远近闻名的茶叶种植专家，老张既成功于一股
执着的“拧劲”，也成功于对科学规律的遵循。
职场上有个“一万小时定律”，即要成为某领域专家，需要 1万

小时的持续努力。张占义醉心搞“南茶北移”20载，下的工夫早就
远超 1万小时。更关键的是，决心搞“南茶北移”后，张占义就领着
课题组以科学的态度“甘当小学生”，四处取经学习，仅杭州的中国
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就跑了六七次。第一次从茶叶研究所回来后，
他要求组员当年必须“读 50万字的茶叶专著，下乡驻点 50天以
上，记录 500字以上试验数据，写 5000字的科研试验文章……”

为了这片“树叶”，老张活到老学到老，还笔耕不辍，整理
了数万字的茶产业材料。

年近八旬，早就到了安享晚年的年纪，老张依然记挂着茶
产业的发展，看到报纸上相关报道，他都要剪下来、存下来，还
用红笔画满了红道道。一本《茶叶品质和钾素营养》，赫然注着
“随身带！”几个红字。

在老张那间来过无数记者、参观者的茶园简易办公室里，
墙上显眼地挂着“河北省 2万亩高标准茶叶生产示范基地建
设规划示意图”，绿色色块清楚地标示着 2万亩的种植区域。
在老张看来，虽说太行山茶叶种植面积已扩大到千亩，但

离“2万亩”的“小目标”还相距甚远。
“种茶效益远比种土豆玉米好，老百姓欢迎，为什么不加

大支持力度呢？”这是老张的心结。

虽然“南茶北移”技术成功已将近 20 年，但由于缺乏系统
整合和有组织推广，仍有不少问题：越冬技术待完善、单产产
量低、采摘期短且迟、炒茶技术薄弱……这都让老张着急。

应该培育出更好的本地茶苗；茶农应该抱团发展，形成强
势品牌；应该和旅游结合起来，助力乡村振兴；希望有热爱农
业、科班出身的年轻人来接班……老张觉得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知道你多大年纪吗？70 多了！”老伴也心疼。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占义也坦言跑不动了。
记者发现，看着很硬朗的老张，其实随身带着好几种药。
老张想和时间赛跑。

每年 2月，天气开始回暖，棚里温度不好控制，是老张最操心
的日子。今年春节，老张给工人放假，自己上山看护茶园。初六中
午老张自己煮饺子，28个吃了 27个，剩一个没吃完，就离世了。

“到生命最后一刻，张老师操心的还是茶叶！”听到老张去
世的消息，徒弟们都感到太突然，无比惋惜，“前不久，张老师
还想把我们这些茶农聚起来，商量合力把品牌做大呢！”

去年秋天记者也和老张约定，今春新茶上市，我们再来看看。
没想到，这成了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兑现的约定。

尾声

离老张茶园不到 10 公里的磁河边，东寺岭村盘龙湾茶
叶种植合作社已发展到 120 亩，一垄垄翠绿的茶树铺满河
谷，青山环抱，宛若置身江南。“咱们茶树喝的是矿泉水，
施的是有机肥，住的是风景区，味浓耐泡，有时要预定才能
买到。”合作社理事长王献民对自己茶叶很有信心，说村民
积极性很高，今年还要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在太行山另一侧山西运城垣曲，老张的徒弟张丽丽正在
整地，她今年又流转了 150 亩土地，准备把茶园扩大到300亩。

……
做大做强茶产业，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或是对老张执着的最好告慰。

痴心 20 载，引“南方嘉木”上太行
追忆突破茶叶种植“三八线”、在河北种出优质茶的退休干部张占义

▲小图：2017 年 9 月张占义在茶园里研究茶叶，背后是海拔近 2000 米的太行山五岳寨主峰。茶园紧邻五岳寨国
家森林公园和漫山花溪谷风景区，有山有水，环境优美。大图：离张占义茶园八九公里的美丽磁河边，东寺岭村盘龙湾
茶叶种植合作社茶园沿着河谷分布，已发展到 120 亩。 本报记者谢锐佳摄

在 56 岁快退休的时候 ，张占义

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有人生二次创业。

他和同事七下江南 ，到江西 、杭州等地

引种茶苗，请教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

专家 ，自学茶叶专业教材 ，几经挫折 ，

凭着一股“倔劲”，终使中国“南茶北

移”再获重大突破 ，跨过北纬 38 度种

植线 ，打破了“产茶不过黄河”魔咒，在

太行山五岳寨种出了上等绿茶。他摸索

出的北方产茶技术 ，开始在燕赵大地
“开枝散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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