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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白叶一号’还没进入丰产期，但
知道我要来北京参会，家乡父老托我一定要
把茶叶试采的好消息带到首都。”在今年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全体会议
上，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全国人大代表徐萍
带来的一包茶叶引发了代表们的关注。

“白叶一号”，是安吉白茶里最优质的品
种，也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黄杜村的致富

“金叶子”。如今，这片叶子在湘川黔三省四县
落地生根，带动老乡们脱贫致富，续写了一
段“东部帮西部，先富带后富”的白茶佳话。

缘起——
“吃水不忘挖井人，

致富不忘党的恩”

“杨老师，您看这白茶现在长势怎么样？”
“白叶化程度不够，要再施点叶面肥才行。”
在青川的白茶基地里，安吉黄杜村茶农

杨学其正在查看“白叶一号”茶树生长情况。
这是杨学其第三次来到青川指导了。在

安吉，他种有 600 多亩的白茶，更多被称为
杨老板。在青川，他下乡入园，指导白茶种
植和管护，被称作杨老师。“种植白茶二三十
年来，自己积攒了很多经验，也算一个‘土
专家’吧。”杨学其说。

算起来，安吉人种白茶也就30年的历史。
地处浙西北山旮旯里的安吉，曾是有名

的贫困县。黄杜村党支部书记盛阿伟向记者
回忆，为了致富，村干部曾带领村民种过辣
椒、板栗、杨梅、菊花等，“都试过，都不
行，直到开始种白茶。”

1990年，黄杜村党员盛振乾在自家地里
试种了 0.1亩白茶，没想到试种成功。后来，
科研部门认定，安吉的土质、气候等自然条
件适宜白茶的生长，尤其是偏酸性的红壤富
含铁、铝氧化物，使得这里产出的茶味道更
好。时任黄杜村党支部书记盛阿林觉得，“这
片叶子”有希望帮助黄杜村摘掉贫困的帽
子，便动员村民规模化种植，黄杜村成了远
近闻名的白茶村。

2003 年 4 月 9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来到黄杜村调研白茶基地，看到
家家户户以白茶为业、靠白茶发家，充分肯
定了“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在黄杜村，记者见到这句话已经被刻在
大型石碑上，树立在茶山的制高点。从这里
放眼望去，四周都是茶树，满山翠绿，郁郁
葱葱。泡上一杯白茶，茶香四溢。截至 2019
年底，黄杜村茶园面积达4.8万余亩，年产值
4亿多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4万元。村子
里，家家住别墅，户户开轿车。如今，黄杜
村不仅卖茶叶，也卖风景。休闲观光、炒茶
体验、影视拍摄等农旅结合的项目纷纷落地
黄杜村。盛阿伟说，有了这些，黄杜村白茶
的价值不是论斤卖，可以论杯卖了。

富起来的黄杜村乡亲们想得更多：我们
有今天，靠谁？我们富裕了，该做什么？

经过一番大讨论，全村干部群众达成共

识：捐赠黄杜村的“金叶子”给贫困地区，
让其他地方的农民兄弟们也富起来！

2018年 4月，安吉黄杜村 20名农民党员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提出捐赠1500万株安
吉“白叶一号”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
贫。习近平总书记就此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这句
话讲得很好。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
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

2018年 5月下旬到 6月底，来自安吉县、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浙江省茶叶集
团等单位的技术人员三进中西部地区，行程
数万公里，最终选定湖南省古丈县、四川省
青川县和贵州省普安县、沿河县这三省四县
的34个贫困村作为受捐地。

从“致富茶”到“扶贫茶”，安吉白茶的
故事翻开了新的一页。

帮扶——
“选好地、栽下苗，

还要确保茁壮成长”

“茶苗送来的那天，大家都去迎接。车一
停稳，乡亲们一齐上阵卸货，一刻都不耽
搁。”青川县关庄镇固井村党支部书记张青勇
还记得白茶苗到达时的情景。

2018 年 10 月，大型冷藏车从黄杜村出
发，陆续将白茶苗送到了三省四县。

在贵州普安，安吉白茶将被种在海拔近
2000米的“感恩茶园基地”里，农户杜明学
感慨：“天亮了，‘白叶一号’到了，我们很
高兴！土地早就量好了，我家是头一个！”

在湖南古丈，翁草村村民龙先成说：“白

茶来了，我肯定要搞，要大搞，还要发动其
他农户一起搞。”

感受到贫困户们的热情和期盼，黄杜村
民更感责任重大。盛阿伟说：“选好地、栽下
苗，还要确保茁壮成长。”

“种出好白茶，土壤是第一位，要透气、
保水、保肥。”“种植时，先挖 30 厘米深的
坑，茶苗入土4至5厘米，再倒肥料，最后上
一层土……”白茶的“娘家人”不停叮嘱，还
将自己的经验编成“管护三字经”：先培土，
去乱石，施底肥，土打细……当地的农户们
也认真学习，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让安
吉白茶落地生根，不能水土不服。

截至目前，安吉县已累计派出 45 批 300
余人次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赴受捐地指导工
作，其中10余名茶农专家在三省四县蹲点指
导长达半年以上。作为其中一员的杨学其感
受颇深：青川的白茶种植基地本来是荒山荒
地，土壤有板结，透气度不好，前期需要人
工平整，很费工夫。为了做好指导工作，杨
学其在这些县一待就是好几个月。

给白茶施肥，杨学其不建议施化肥，要
施有机肥。杨学其发现，安吉的有机肥一般
采用“油枯”，就是炸过菜籽之后的油菜柄，
它发酵之后对土壤增强肥力很有好处，但青
川没有这种条件。“青川的山地养殖场多，我
就建议他们因地制宜，将牛羊粪便用作肥料。”

土壤的问题解决了，还要操心气候。最
近，安吉雨水多，茶树滋润得很，但青川天
天晒日头，强烈的紫外线把人的皮肤都给晒
伤，更别提植物了。杨学其说：“我只能对着
天空祈祷：这也是我们安吉的白茶，给这些
地方也下点雨吧！”

到底何时才能盼到一场雨？村民们天天
发愁。杨学其决定去气象局查查资料，一调

查才知道，青川的年降水量确实少于安吉。
这可怎么办？只能叮嘱多浇水。青川县柳河
村专门建了个水泵站，将河水从山坳抽到山
腰，村民们再一担担挑水浇灌。

今年5月出发的杨学其已在青川蹲点1个
多月，这次他准备待到 9 月底，主要是指导
修剪、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茶园管理
工作。村民们问他问题，他都全心全意帮
助。杨学其说：“不把它当做一个事肯定做不
好。现在茶树有40厘米高了，后期管护要细
心，明年春天才好采。”

携手——
“在劳务协作上帮、

在消费扶贫上帮”

其实，今年春天，作为“扶贫茶”的安
吉白茶头茶已在各地相继开采。

“茶叶基地在我村，唱着山歌谢党恩。翻
身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年3月
5 日，在贵州省普安县屯上村的“白叶一
号”茶园基地里，彝族姑娘唱着山歌，轻快
地将“白叶一号”茶叶采下。

杨学其隔着屏幕也感受到了这份喜悦。
“青川的村民们也微信问我要不要采，拍照给
我看，他们舍不得采，怕采完就没有了。我
给他们解释，安吉白茶是变异茶种，春季，
因叶绿素缺失，在清明前萌发的嫩芽为白
色，之后逐渐变绿。就是要在白化期的时候
采摘，否则影响后期叶片变绿和养分吸收。”

令人欣喜的是，“远嫁”到湘川黔的白茶
质量并不差。“当时拿到杭州的茶叶科学研究
所去检测，氨基酸含量达到 6.8%。我看了，
白度、清晰度都很好，叶子又亮又透明。”说

起来，杨学其依然难掩激动。
茶叶采下了，销售也不用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东西部扶贫协作要“在劳务协
作上帮、在消费扶贫上帮”的要求，黄杜村
与浙江茶叶集团提前对接，“扶贫茶”由浙江
茶叶集团包销，并注册了“携茶”商标，寓
意爱心联手，东西合力，共襄脱贫攻艰。

最开心的，还是各地的村民们。
捧着刚采摘的鲜叶，青川县沙州镇青坪

村村民焦元恩乐得合不拢嘴。过去他家地里
种土豆和玉米，每亩收入也就 300 元。流转
了13.56亩土地种白茶后，光租金收入每年就
有4000多元。此外，焦元恩在茶园务工，一
天还可以挣80元钱，去年挣了8000多元。

“白茶好！这个茶一种，我们不仅有土地
流转收入，平时还能到茶园里做工，村里基
础设施建设也搞起来了。”湖南古丈县格戎白
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龙星美说。

奔赴各地指导21次的盛阿伟书记，今年
终于喝上了第一口“扶贫茶”。之前，他去到
这些村子，看到有的地方还是木头结构的老
房子，感触很深。如今，很多村路修通了，
新房也建了，粉刷得很美。

“茶苗不是捐出就完成了，而是一个长期
的产业扶贫行动。黄杜村不仅帮受捐地种好
白茶，也为当地带去敢想敢拼的创业精神。”
盛阿伟说。

事实上，安吉的白茶致富经已带动许多
村子。在四川青川，受到鼓舞后，村民们又
新规划了3500亩种植基地。在湖南古丈，围
绕 500 多亩的茶园和苗寨风光，翁草村发展
起乡村旅游业，2019 年，翁草村接待游客
4000余人次，村集体收入增加14万元。据国
务院扶贫办预计，这一千里传情的扶贫行动
将带动1862户5839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
增收。

“党的政策好嘞，送来白茶苗喂，总书记
等咱们嘞，脱贫奔小康喽喂……”日子红火
了，乡亲们的山歌也唱得响亮。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离开保护区，沿着陡峭的山路，习近平乘车
前往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考察脱贫攻坚情况。金
米村位于秦岭深处，曾经是极度贫困村，近年来
通过发展木耳、中药材、旅游等产业实现了整村
脱贫。习近平步行察看村容村貌，走进村培训中
心、智能联栋木耳大棚，了解木耳品种和种植流
程，询问木耳价格、销路和村民收入等，夸奖他
们把小木耳办成了大产业。习近平指出，发展扶
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在持续稳定。要延伸
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力，建立更加稳定的利

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脱贫
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接
下来要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动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

……
位于老县镇蒋家坪村的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

范园区，属于苏陕扶贫协作项目，通过“党支
部+龙头企业+贫困户”的模式，带动100多户贫
困户年人均增收千元以上。深山之中，春雨淅
沥，云雾缭绕。习近平拾级而上，步入茶园，沿
途察看春茶长势，同茶农们亲切交谈，仔细询问
茶叶收成、价格和村民土地流转、参加分红、务

工收入等情况。他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
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希望乡亲们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因茶致富、因茶兴业，脱贫奔小康。

——摘自《习近平在陕西

考察时强调 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

务 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

超越新篇章》（人民日报 2020

年4月24日1版）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2020 年 3 月 24 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
县白茶正式开采。夏鹏飞摄 （人民视觉）

2019年7月7日，农民在贵州省普安县地瓜镇屯上村的“扶贫茶园”里给茶苗除草。这里种的是浙江安吉黄杜村捐赠的白
茶苗。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从“致富茶”到“扶贫茶”，安吉白茶带动湘川黔5839名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白茶一片 富多方百姓
本报记者 叶 子

从“致富茶”到“扶贫茶”，安吉白茶带动湘川黔5839名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白茶一片 富多方百姓
本报记者 叶 子

穿上巡山制服，带好上岗证，打开宣传喇叭的开
关，再拿一把除草的锄头和镰刀，39岁的钟美丽开始了
一天的巡林工作。这是她作为护林员的第三个年头，共
负责村里的2595亩林地。

钟美丽是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一名生态护林员。
巡护山林、禁止打猎和乱砍滥伐、进行相关宣传、阻止
山地用火用电……同全国百万护林员一样，钟美丽每天
的工作都围绕着林地展开。

钟美丽每个月要巡山 20 天以上，每天上下午各一
趟。林地中修了一段林道，摩托车是她巡山的标配，但
还有不少林间小道需要她拿着工具步行开道，一趟下
来，最多的时候要花3个小时。不过钟美丽很喜欢这份工
作：“我是贫困户申请应聘上岗，在村里土生土长，对这
些林地都很有感情。而且山里空气好、景色好，既能锻
炼身体，又能守护树木，我的心里呀很舒服！”

“每天都过得比较充实。”钟美丽如今最大的愿望就
是保护好林地里的树木和野生动物。钟美丽介绍：“我对
村里的每个山头都很熟悉了，哪座山在哪个位置、叫什
么名字我都一清二楚。山里还有不少野生动物，像野鸡、
野猪、兔子等，看到人拔腿就跑。”

同在炎陵的 58岁的护林员廖苟林巡山时，还会特意
带上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和自己的手机，廖苟林表示，这
两件都是很重要的工具，“我会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每天的
天气和树木的生长情况，如果有病虫害就立即向县林业
局反映。手机主要是用来记录用火情况，当村里发生火
灾时，群众们也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手机联系到我。”

在廖苟林负责的约 1 万亩林地里，地势地貌比较复
杂，多高山峭壁，有近2公里山路需要步行，即使对路况
已经很熟悉了，每次还是要花近两个小时进行一次巡护。

“尽自己的努力，尽职尽责把工作干好。”廖苟林对
自己护林员的工作很有使命感。现在是村里油菜收割的
季节，一些村民仍然喜欢将收割下来的油菜杆放在田
边、树下进行焚烧，村里的植被面积大，一不小心就可
能酿成火灾。所以每次从村里出发上山，廖苟林都会打
开宣传禁火的喇叭，一发生火情村民们就会立即打电话
向他反映，廖苟林会快速赶到现场进行扑灭和劝阻。

在湖南省醴陵市的樟仙岭林场，李社清是拥有 32年
工龄的老护林员。

32年里，李社清见证了林场护林员工作重点的变迁：
“十几年前，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防偷，担心有人偷
树，晚上还要爬起来进山巡护。”自2010年醴陵市实行全面
封山育林以来，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力度不断加
大，乱砍滥伐的现象基本消失。但随着森林资源不断增
加，林内植被加厚，可燃物剧增。加之醴北旅游环线穿场
部而过，旅游人员逐渐增多，森林防火成为现在最需要警
惕的问题。“看着哪里有火、有烟就得马上行动！”

李社清回忆，他职业生涯里最惊险的事发生在 2017
年 11 月，当时还在山顶进行巡护的他接到了村民的电
话，村民反映有人沿着旅游环线蓄意纵火，“我心里一
紧，登时就骑上摩托往山下冲”。叫上护林的同事和村里
十几个村民，李社清一边组织扑灭，一边对骑摩托的纵

火人员进行追赶，过程中纵火者还在不断点火并向李社
清一行投掷石子。李社清说：“当时我心里很着急，一定要
抓住他。”待成功控制纵火者，着火点共计达五六处，大家
一起紧急灭火。扑灭明火后对现场进行清理，李社清这时
才发现自己在灭火时不慎被竹片划伤了手臂。

在广东省乐昌市龙山林场的金鸡水库林区，从 1985
年到 2016 年，陈良柏全心守护着其中的 4800 余亩林地。
2016 年，陈良柏终于做通了儿子陈树荣思想工作，让他
辞去广州的工作，接过自己的接力棒，成为金鸡水库林
区新一代的护林员。陈树荣说：“这是一种传承，我们父
子俩都对这片林子有感情，我也会像父亲那样，好好地
把林子看护好、保护好。”

1985 年，陈良柏被龙山林场正式聘请为一名护林
员，独自守护金鸡水库林区。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巡山
护林，数行幼苗已生长成一片森林，陈良柏自己都不知
道究竟穿坏了多少双鞋，才换来了这片林子几十年的安
全和成长。

2016年，60岁的陈良柏要退休了，放心不下这片林
区，他让正在广州的儿子赶回来接过他的工作。陈树荣
最后答应了下来：“虽然苦，父亲可以做下去，我应该也
没问题。”

为了更好地完成护林工作，多年来，陈良柏和陈树

荣都先后独自居住在半山腰的护林防火点宿舍。这里离
最近的人家都有五六公里，离他们的老家更是有上百公
里，回趟家得花上半天的功夫。这些年，陈良柏回家的
次数平均下来每年不超过 3 次，“还得是连续下雨的日
子，之前父亲基本都没在家过年过节，现在我也是。”儿
子陈树荣说。

宿舍生活条件简陋，直到 2015年才接上电，此前只
能使用煤油灯过日子，直到现在，日常生活用水还得去
山脚下的水库里挑，饮用水只能下山去到几公里外的村
庄里取。

陈树荣介绍，他最难熬的日子是去年冬天，林区大
旱，连续四个月滴雨未下，防火压力和强度异常巨大，

“除了一大早出去买菜，其余时间根本不敢离开这片林
地，而且一买就是买十多天的菜。”

退休的陈良柏还是放不下这片林区，凭借其在杉木
种子园管理方面的多年经验，又被龙山林场返聘协助管
理国家重点杉木种子园。陈良柏还会时不时上山，将自
己近 40年的护林人工作精神和工作经验传授给儿子。陈
良柏说：“只有保护好这些青山绿水，才能让子孙后代共
享绿色福祉。所以我一定会站好每一班岗，看好山、护好
林、防好火！”

每一位护林员都有一个绿色的梦。“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全国百
万的护林员正是
凭着这股子信念
和高度的责任感，
在山林间不断穿
梭巡护，让后代享
受绿色福祉。

护林员的绿色梦
周杨瑞娟

护林员的绿色梦
周杨瑞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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