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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茶日”

中德青年农业实用人才风采

相约中国杭州，
共庆共襄 2021 年“国际茶日”——

张占鲁：从中德互鉴中继续成长

让世界同饮一杯好茶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买天 王小川 张健楠

芙蓉吐艳柳生烟，最美江南五月天。
在中国浙江杭州，第四届中国国际茶
博会举办期间，部分驻华使节、国际机构
驻华代表受邀相聚西子湖畔，见证中国茶
产业发展成就，感知中国茶产业发展活
力，借鉴中国茶产业发展经验。
敬茶，敬彼此，敬世界。全球爱茶人
共庆共襄2021年“国际茶日”，共赴一场精
彩纷呈的“茶和世界·共品共享”主题活
动，在品饮茶香中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在
互致茶叙间共话全球茶业发展美好明天。
有朋自远方来，中国以茶待客。

一届展示中国茶产业的国
际盛会

茶，使节们还品饮了一些新品种、新口味
的茶，纷纷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茶味
独特，口感很好。”
“我曾去浙江实地调研，从选择培育
种植什么茶种，到扦插、管护和采集，再
到加工、包装和销售，当地人以消费市场
为目标，做大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
篇大文章，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运作
体系，不仅赢得了市场，更助力茶农收入
越来越高。”阿根廷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
赫尔南·维奥拉（Hernan Viola）说，
“一片
绿叶造福一方百姓，中国的经验值得发
展中国家借鉴。”

一场领略中华茶文化的视
听盛宴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在 5 月 21 日“国际茶日”当天，群贤毕
至、胜友如云，一场让使节们领略中华茶
文化的视听盛宴如约而至。
美好的故事，都从相遇开始。
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几千年
前，中国人与茶在林中相遇：茶被人的双
手点化，绽放出千变万化的醇香；人被茶
的美好征服，将它视为美德与幸福生活的
象征。
在人类当初发现野生茶树的地方，中
国云南的高山上，布朗族百姓世代种茶，
将古老的野生茶树连缀为万亩绿色茶林，
并最终化作杯中古朴、醇厚的普洱茶汤。
看着屏幕中如诗如画的云海茶山，听
着舞台上布朗族女孩的吟唱歌颂，使节们
如痴如醉、沉浸其中。他们不时端起一杯
茶，在轻酌慢饮中，细细品味东方大国茶
文化的诗意与隽永。
“我爱普洱茶，不仅因为它有醇厚的
滋味，更因为它还有保健的作用。所以，
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我都常备普洱
茶，几乎每天都要冲泡一壶。”谈起最爱哪
种中国茶的话题，乌干达驻华大使克里斯
普斯·基永加（Chrispus Kiyonga）对产自
中国云南的普洱茶钟爱有加。
中国人喝茶的习惯，兴于唐而盛于
宋。唐宋时有茶会、茶宴，都是高雅的社
交方式，人们将饮茶升华为物质与精神的
双重享受。茶宴上，人们备好佳肴，寻一
处风景绝佳处，共品佳茗，并将他们对于
茶的领悟，通过诗、书、画表达出来，场面
极尽风雅。
从那时起，题诗作画，都成了中国各
种茶会上的常见配置。而在当天的“大使
品茶”环节中，使节们不仅品尝了川红、六
堡茶、蒙顶山茶和洪雅绿茶，中国书画家
还在现场挥毫泼墨，让驻华使节在汉字书
法与写意山水画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厚重
与深邃。

米加 黄昕炎 摄

驻华使节在活动现场品茶交流。
“‘茶与酒的遇见’这幅字写得非常
好，且寓意深刻，就好比茶与葡萄酒的相
遇，代表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体
现了中国人所说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的精神内涵。”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
文康农（Carlos Watson）说，由中国首倡发
起、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全球爱
茶人共同的节日，各国要借助这一契机，
加快茶产业发展，推动茶贸易在世界经济
格局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一次满足全球爱茶人的云
端交流
茶通天下无国界，爱茶之人遍全球。
茶——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自古就
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友好使者。如今，伴
随全球茶消费的快速增长和茶贸易的稳
步发展，茶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为了汇聚全球爱茶人共庆共襄 2021
年“国际茶日”，一场云茶会在位于杭州西
湖景区内的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精彩
上演，吸引全球26个国家的爱茶人跨越时
间和空间，齐聚云端，共品茶香茶韵。
云茶会将中国茶文化以可视化、具象
化、感性化的形式呈现给全球爱茶人。通
过传播科学饮茶，宣传茶叶健康功能，让
全球更多人知茶爱茶，共同交流各国茶文
化，进而扩大世界茶饮影响力和消费力。
“不是你容颜易老，而是你喝茶太
少。”围绕饮茶有益身心健康的话题，中国
工程院院士刘仲华风趣诙谐的比喻，引起
现场观众的一阵掌声和线上观众的一波
弹幕。
劝君多饮茶，劝君多自然。喝茶是一
种身心享受，而欣赏烹茶的过程更是一种
陶冶情操的精神享受。
云茶会邀请到多名中国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他们在线展示了鲜灵高爽的太平
猴魁、滋味鲜醇的福鼎白茶、香气馥郁的
大红袍和韵味醇厚的滇红茶等中国名茶
制茶技艺，令线下线上观众大饱眼福。
匠人们一一揭开从一片树叶到一杯
好茶的来之不易，以精湛的制茶技艺向世
界展示中国制茶大师的工匠精神以及向
全球弘扬中国茶文化的坚守和执着。
如果说制茶大师让人们看到了专业
好茶是如何“诞生”的，那么世界各国的民
间制茶手法，则向人们展示了中国茶在走
出国门后变化出的不同茶俗。
中国赣南客家擂茶、云南白族三道茶
都属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深远的
历史渊源与文化底蕴，同时更具浓郁的民
族特色。在现场，擂茶特殊的制作方式与
保健功效，令外国网友观之意犹未尽，而
白族三道茶一苦二甜三回味的深刻哲学
寓意，更令人深受启迪。
通过云端连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
国的异域风情和饮茶风俗令人耳目一
新。马来西亚的拉茶制作过程，在手起手
落中，仿佛跳动的音符，让人过目不忘；俄
罗斯茶炊与中国内蒙古奶茶有相同的渊
源，既保留中国茶饮元素，又结合本国气
候特征和饮食特点加以变化。
“这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明白了茶起源
于中国，在向不同国家传播的过程中，通
过与当地民俗文化的融合碰撞，从而衍生
出各具国家特色的茶俗文化。”有外国网
友在屏幕上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正所谓“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茶和世
界，共享发展”，茶以其独特的经济、社会
和文化价值，将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30亿饮茶人口紧紧连在一起。
茶有缘，饮无疆。我们相信，茶的明
天会更好。

寻根“世界上最早的茶”
——2021 年“国际茶日”陕西分会场主题活动见闻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宫宇坤

千载雨露，滋养一脉叶芽；万般辛
劳，耕耘一缕茶香。5 月 21 日，2021 年
“国际茶日”陕西分会场主题活动在安康
市平利县老县镇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范
园区启动。活动以“寻根世界最早的茶、
品鉴世界首个富硒茶”为重点，围绕“讲
好茶故事、做好茶品牌、做活茶市场”三
项内容，全方位展示安康“因茶致富、因
茶兴业”的成效。
陕西省负责人与浙江杭州主会场视
频连线并致辞：
“ 茶是生活的饮品、富民
的产业、文化的载体。2100 多年前，中国
的茶叶从陕西出发，沿着古丝绸之路传
播到世界各地。今天，陕西将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做优茶品质、打造茶品牌、壮大茶产
业、弘扬茶文化，努力把陕茶打造成为促
进群众增收的‘致富茶’、人民健康的‘保
健茶’、文明互鉴的‘文化茶’、世界大同
的‘友谊茶’。”
在第二个“国际茶日”到来前夕，安
康市及平利县开展了名优茶评选、茶艺
大赛、手工茶制茶大赛等系列活动，为提
升安康富硒茶、安康秦汉古茶的品牌知
名度和影响力营造浓厚氛围。

中国最北的生态茶区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研究员鲁成银通过直播向全球推介
安康富硒茶。安康是我国最北的生态茶
区，是国家规划的长江上中游特色和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西街 15 号

口绿茶重点区域。优良的生态环境、独
选农业农村部《2020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
特的富硒资源造就了安康茶叶“香高、味
品和能工巧匠目录》，并被中国绿色农业
浓、耐冲泡”的优秀品质和“生态、富硒、 联盟评定为“2020 全国绿色农业十佳茶
保健”的健康特质。
叶地标品牌”。
安康富硒茶是世界首个通过科学认
秦汉古茶源远流长
定的富硒茶。1990 年 7 月，安康（紫阳）富
硒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通过了由 13 名茶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院长李举纲在主
学、营养学、医学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的鉴
题活动中介绍安康秦汉古茶。1998 年，
定。2016 年 5 月，安康富硒茶再次走进人
陕西汉阳陵出土了有实物记载的“世界
民大会堂，发布安康富硒茶“绿茶不伤
上最早的茶”，经中国科学院研究确认，
胃、红茶好睡眠”的科研成果。
历史可追溯至 2150 年前。2016 年 5 月，
经科学检测分析，安康富硒茶绿茶
它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迄今为止
中茶多酚含量 12.2%，仅为普通茶的一
发现的最古老的茶叶”，据文物界、茶界
半，茶多酚含量低有效避免了对胃的伤
专家初步推断，这个“世界上最早的茶”
害。此外，安康富硒茶红茶中富含伽马
很有可能来自安康。
氨基丁酸，是日本同类茶标准含量的 7
在对汉阳陵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
倍，长期饮用富含伽马氨基丁酸的安康
茶”的历史文化、茶叶来源、制茶工艺、保
富硒红茶，有助于解决睡眠障碍。
存方法等方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中茶
近年来，安康始终将茶产业作为富
所组建全国顶尖研究团队以安康茶区茶
民强市的重要产业，保持战略定力，坚持
树鲜叶为原料，充分借鉴传统技术工艺，
久久为功，建立起了“政府引导、园区承
恢复创新出安康秦汉古茶新产品。
载、部门帮扶、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全
安康秦汉古茶恢复创新产品富含硒
市茶产业规模面积不断扩张，质量效益
元素，更有利于人体吸收，发展潜力巨
全面提升，品牌市场日趋完善，助农增收
大。知名茶学专家认为，安康秦汉古茶
效果越发显著。
外形扁平端正、松紧适度、黄绿显毫、金
截至 2020 年底，安康市茶园总面积
银相间；汤色金黄明亮，香气清香带花
达 107.3 万亩，茶叶总产量达 4.35 万吨， 香，滋味清醇甘甜，叶底嫩匀黄亮；具有
315 个贫困村 3.9 万贫困户实现“因茶增 “ 金 银 相 间 色 、清 醇 甘 甜 味 ”的 典 型 特
收、因茶脱贫”，安康富硒茶成为唯一上
征。茶届泰斗、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
榜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100 强的陕
赞誉“丝路瑰宝、秦汉古茶”。
茶公用品牌。在 2021 年中国茶叶区域公
陕西好茶走向全球
用品牌价值排行榜上，安康富硒茶位居
全国第二十位，是陕西第一，品牌价值达
青山环绕、薄雾笼罩的翠绿茶园中，
35.16 亿元，并获“最具经营力品牌”。入
既有茶农在忙碌采摘，也不乏网络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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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播带货，介绍安康茶叶和茶园美
景，引得千里之外的消费者纷纷下单，共
饮一杯“安康好茶”。
平利茶商万琴棋表示，2021 年“国际
茶日”陕西分会场主题活动对宣传安康
茶产品是个很好的契机，自己将把握机
会，通过线上直播带货、线下零售相结合
的方式，把茶叶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
百姓致富。
平利县茶叶和绞股蓝发展中心主任
马云璞告诉记者，平利县将继续以“做优
基地、做大龙头、做亮品牌、做活市场”为
目标，通过与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
的合作，将安康茶推向全球。
“十三五”期间，陕西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五个扎实”总
体要求，扎实推进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实
施“3+X”特色产业工程，开展“三年百
市”品牌营销行动，坚持以市场引领生
产，以标准提升品质，茶产业得到快速发
展，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日益提高，标准
化茶园面积达 293.4 万亩，干毛茶总产量
11.3 万吨、产值 183.4 亿元，茯茶总产量
6000 余吨、产值 12 亿元，拥有国家驰名商
标 4 个，陕西省著名商标 49 个，以地理标
志为代表的茶叶品牌达到 18 个。
目前，陕西省已初步形成了“汉中
仙毫”
“ 安康富硒茶”
“ 泾阳茯茶”
“ 商洛
茶 ”4 大 市 级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2021 年 区
域公用品牌总价值超过 75 亿元，陕西
陕茶产业集群入选农业农村部、财政部
2021 年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安康市平利
县被确定为 2021 年“国际茶日”全国唯
一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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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过程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很
多，作为奶牛养殖行业的一员，我重点关
注的是中德双方奶牛养殖硬件及管理方
面的差别以及农牧结合的运营。”谈起一
年前参加的“中德青年农业实用人才能力
建设”项目培训，张占鲁记忆犹新。
张占鲁是河南人和春天奶业科技有限
公司牧场场长，管理的牧场位于河南省沁
阳市王曲乡南鲁村。那里土地广袤，乡景
如画，一头头荷斯坦黑白花奶牛是张占鲁
百看不厌的风景。
“目前牧场一期占地 205
亩，共有牛棚 12 栋，荷斯坦奶牛 1400 头。
牧场二期已经开始推进，从规模来说，我们
是个中小型牧场。”张占鲁告诉记者。
说起跟德国的缘分，张占鲁开玩笑
说，虽然没去过德国，但是身边一直都有
德国的元素：
“ 挤奶机、干湿分离机、青贮
收割机等设备都是德国品牌，管理、运营
理念和技术也一直在向德方学习借鉴。”
近年来，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制定实
施和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畜牧养殖行业
特别是中小型牧场面临着粪污处理的环
保挑战。德国畜牧业发达，以家庭牧场为
主，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起步较早，在种
养一体化、畜禽粪污处理方面有着丰富的
经验，是值得学习的对象。
在河南人和，张占鲁流转了近 1000
亩土地，种植秋玉米和冬小麦，实现种养
结合，打造循环经济。
“ 种玉米为牧场做
青贮用，牧场的液体肥用来养土地，能够
减少土壤板结，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更
有利于作物生长。经过两年的试验，效
果非常好。”
张占鲁还记得，流转了土地后，他请
来当地的农业专家来指导。专家指着牧
场南边的 40 多亩土地告诉他，土地“分三
六九等”，这块地就是八九类地，土壤贫
瘠、有机质含量非常少，以前的小麦亩产
只有 400 多斤。

经过一年的改造养护，到了小麦收获
的时候，张占鲁特意把那几亩地的收成进
行了测算，亩产达到 860 多斤，比之前多了
一倍。专家两眼放光，忙问他用了多少化
肥。
“化肥没怎么用，主要用的是场里经过
处理的液体肥。”张占鲁说。
除了流转的农田里用上了液体肥，张
占鲁的牧场还与周边农户签订收纳协议，
无偿将液体肥提供给周边农户使用，且由
牧场承担输送和灌溉工作，既方便了农户
又实现了绿色环保。
在去年为期 3 个月的线上项目培训
中，张占鲁也把公司农场的做法进行了分
享，不仅德国专家很感兴趣，班上很多同
学也纷纷与他交流。
“ 现在牧场的硬件比
较完善，做到了雨污分离、干湿分离，保证
了污水零排放，走上了绿色可持续的路
子。大家对我的做法很认可，德国专家也
表示要来参观学习。”
如今，对牧场的生产、管理、发展都胸
有成竹的张占鲁，自身也经历了一个职业
成长的过程。2006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
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毕
业，进入蒙牛乳业集团，分别在总部冰淇
淋本部技术品保部、集团巡检中心、北京
低温办公室等部门工作，职业足迹遍及质
量管理、办公室、巡检、车间一线。
经过 7 年的集团工作，张占鲁牢牢树
立了大局意识和质量意识，并锻炼了管理
运营能力，这为他后期成为牧场管理者打
下了重要基础。
“我是那种性格比较倔的，喜欢挑战，
也喜欢操心出力，牧场的工作更适合我，自
我发挥空间更大。”张占鲁笑着调侃自己。
事实上，为了更好地适应角色和推动牧场
发展，他从零开始，废寝忘食地了解学习，
从 TMR（全混合日粮）制作、饲养员管理、
挤奶厅运转、牛奶质量管控、后勤管理到动
保繁育的监督再到牧场核心数据的掌握，
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脚踏实地，
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积累、贯通。

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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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期货市场是如何建立的
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创立于 1874 年，前身为农产品交易所，是全球最
大的期货交易中心。超过 3600 个芝加哥期货交易市场（Chicago Board of
Trade，简称“CBOT”
）会员在这里交易 50 种不同的期货与期权产品。2003
年，交易所成交量曾达到创纪录的 4.54 亿张合约。
在交易所成立之初，CBOT 仅交易农产品如玉米、小麦、燕麦和大豆等。
经过多年发展，目前交易所的期货合约已包括非保存性农产品和贵金属品，
如黄金和白银等。CBOT 的第一种金融期货合约于 1975 年 10 月推出，该合
约为基于政府全国抵押协会抵押担保证券的期货合约。随着第一种金融期
货合约的推出，期货交易逐渐被引进多种不同的金融工具，其中包括美国国
库中长期债券、股价指数和利率互换等。CBOT 于 1982 年推出另一个金融
创新，期货期权。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成功经验有哪些
芝加哥期货交易有两种金融产品，一个是期货（Futures），另一个是期权
（Option）。期货本质是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
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和质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并不是现货买卖。成功
经验有：
第一，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联系紧密。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和农产品现
货市场发展大致同步。期货市场是现货市场的基础。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
是在现货市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调整和完善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现货市场
和期货市场的相互调节使得农户能在需要规避风险的时候作出选择。
第二，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合约品种丰富。农产品期货市场是进行合约
买卖交易的市场，合约的品种是期货市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农产品期货
合约品种越丰富，农业覆盖范围越广，可以吸引的市场参与者越多，而市场
上的参与者拥有更多的选择权，风险将可以控制在可驾驭的范围内，期货市
场的功能得以发挥。
第三，完善的制度和法律体系。美国具有非常完善的期货市场管理制
度和期货交易法则，20 世纪初，美国就以联邦立法的形式管理期货行业，颁
布了很多法律法规，以保护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有序和公平。

我国如何学习芝加哥期货交易市场参与农产品定价权
美国等欧美国家一直掌握着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定价权。原因主要有两
点：第一，国际贸易市场上结算为美元，包括农产品的商品都是以美元为计价
单位和支付手段，采用美元为结算方式的芝加哥期货交易市场自然吸引了更多农业生产者
和贸易商。第二，随着资本组织和运行方式的演变，国际商品市场都采用CBOT、芝加哥商
业交易所（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简称“CME”
）、纽约期货交易所（The New
York Board of Trade，简称“NYBOT”
）等美国期货交易所的定价。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
交易价格模式，包括潜在的或普遍认可的定价规则，都基于这几个交易所的期货价格，其中
CBOT的玉米和大豆合约最具代表性。
尽管中国期货市场不如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具有全球影响力，但两者互相影响。例
如：大连大豆与芝加哥大豆期货价格具有协整关系，两个市场价格相互引导。而郑州小
麦和芝加哥小麦价格成不协整关系。如今的国际形势为我国参与农产品定价提供了机
遇。把握定价权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第一，推动交易所体制改革，打造国际化综合服务平台。交易所是整个市场的核心，
是市场创新的最前沿。可行的具体措施可考虑品种审批权由国务院逐步向证监会核准
备案过渡，优化交割制度，解决交易不活跃等问题。
第二，丰富期货品种，推动品种国际化。我国现有 20 个农产品期货上市，我们可学
习美国增加咖啡等农产品期货，保证期货市场的多元化。
第三，完善法律，维护市场秩序。以法律完备保证农民的套现保值交易。法律的完
备也为期货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
第四，开放信息交流，以畅通的信息方便农民的参与，丰富期货交易主体类型。中国
农民对农产品期货了解甚少，为农民提供期货交易资讯显得尤为重要。而在美国，官方
和民间组织经常发布有关期货市场的信息。如大豆协会等产业协会会定时向农民提供
各种市场信息和政策变化情况。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
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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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芝加哥期货交易市场吗

最是一年风光好，西子湖畔醉茶香。
杭州是中国国际茶博会永久举办地，
今年的茶博会不仅创新办展形式，而且参
展商数量和展会面积均较上届大幅增加，
可谓茶企云集、盛况空前。
在设计独具匠心、地方特色浓郁的
中国各地茶展厅里，驻华使节和国际机
构代表看得仔细、听得认真，被眼前不同
品种、包装各异的中国茶品吸引，不时称
赞中国茶产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高度
评价茶产业在中国脱贫事业中发挥的积
极作用。
在福建展区，大屏幕中呈现的“秀美
武夷山、灵动闽江水”字样，吸引布基纳法
索驻华大使阿达马·孔波雷（Adama Com⁃
paore）驻足欣赏。
“福建茶我知道，大红袍、茉莉花茶在
世界上都很有名。我特别钟爱茉莉花茶，
每次喝花茶时，只要一闻到那清新的香
气，仿佛都在提醒我，这味道来自美丽的
中国。”阿达马·孔波雷拿起一罐福州茉莉
花茶说。
“过去，这一片片小小的绿叶子不过
是山野间不起眼的普通作物；如今，却是
能使中国农民致富的‘金叶子’，更是我们
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福建展团有
关负责人向使节们介绍。
该负责人举例，福安市社口镇坦洋村
是一个以种茶为主的村子。在宁德工作
期间，习近平曾先后4次来到这个村，要求
当地因地制宜给茶叶分级，要成片、成规
模地种植，科学管理，打出品牌，并叮嘱当
地要改良茶种，提升茶叶质量。如今，坦
洋村八成以上人口涉茶，2020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超2万元。
坦洋村因茶而兴、因茶而富的故事，
引得使节们频频点头。
在浙江展区，除了大名鼎鼎的龙井

□□

每份：1.35 元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小营支行

月价：35.00 元
账号：11-042601040011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