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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茶日”

中国-阿根廷沼气发展与合作中心成立

香山脚下“闻香寻蜜”

□□

——“觅茶·Bee&Tea 世界蜜蜂日和国际茶日联合活动”
侧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买天 宫宇坤

花灼烁，草蒙茸。立夏过后，北京迎来一年中
最蓬勃舒展的时节。
在“5·20 世界蜜蜂日”
“5·21 国际茶日”到来前
夕，来自中国农业农村部、外交部和地方农业部门
的相关负责人与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
捷克等 9 个中东欧国家的驻华使节，齐聚北京香山
脚下，共同见证“觅茶·Bee&Tea 世界蜜蜂日和国际
茶日联合活动”的盛况。
是缘分，更是机遇。
“5·20 世界蜜蜂日”由斯洛
文尼亚倡导发起，
“5·21 国际茶日”由中国推动设
立。蜜蜂和茶，两个古老的农业产业，跨越不同地
区、不同文明，为人类奉献着无以伦比的味觉体验；
跨越数千年历史，仍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
微风清徐，阳光正好。当茶遇见蜂蜜，清醇与
甜蜜碰撞出别样的味道。中外嘉宾共品中国山东
茶的清醇，共尝斯洛文尼亚蜂蜜的香甜，一起分享
茶与蜜的故事，共叙友好往来情谊，共商跨国农业
产业合作美好明天。

茶与蜜：两大古老产业在交融中
焕发新活力

谁是新晋对外出口“水果之王”？
来自中东欧国家的驻华使节在品茶和交流。米加 摄
和茶叶研究所，非常期待与斯洛文尼亚及其他中东
欧国家开展蜜蜂和茶叶等领域的产业技术合作。

山东茶：品茗中国北方茶的独特

茶汤清醇，蜂蜜甜美。茶树与蜜蜂，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物种；茶与蜜，却都是人类饮食生活中不
专程从山东赶赴北京的茶艺师，焚香烹茶，为
可或缺的重要产品，且为广大茶农、蜂农带来了赖
中外嘉宾带来了别具特色的齐鲁茶香茶韵表演，赢
以生存的收入来源，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生
得现场阵阵掌声。而山东茶也成为本次活动中品
态效益和社会意义。
茗的主角。
一盏茶，一匙蜜，中外嘉宾在闻香寻蜜中感受
茶在中国被称为“南方嘉木”。茶树喜温暖湿
美好，共商两大古老产业如何在今后的交融互鉴中
润，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和环境不适宜茶树生
焕发新的活力与生机。
长。但中国通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推进“南茶
中国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一级巡视员谢建
北引”，使中国种茶的纬度“天花板”一步步向北推
民说：
“蜜蜂和茶都给人类味蕾带来美的享受，两个
进，
“北方无茶”的历史被彻底改写。
国际日接踵而至，5·20 和 5·21，这两天恰好也是风
山东正是“南茶北引”的受益者，已成为中国北
靡中国的网络情人节。众所周知，蜜蜂和茶在中国
方的重要产茶区之一。中国四大茶产区中的三个位
及中东欧人民心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也是非常
于长江以南，只有一个位于长江以北，而山东就处于
重要的产业。我们既为其蕴含的生态价值和文化
中国北方产区的最北端。因此，山东茶也被称为中
传统感到自豪，也对相关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
国纬度最高的茶，且是中国北方面积最大的茶产区。
挑战时刻准备着。相信通过纪念这两个国际日，将
“茶已成为山东茶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山
进一步增进全球了解蜜蜂和茶的丰富内涵，促进相
东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林国华说，
“南茶北引”
关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构建人与自然
60 年来，山东茶产业发展迅速，2019 年全省茶园面
生命共同体。”
积达 40 余万亩，产茶 2.6 万吨，产值约 33 亿元，基本
斯洛文尼亚驻华大使苏岚（Alenka Suhadol⁃
形成鲁东南沿海、胶东半岛和鲁中南地区三大茶区。
nik）介绍，蜜蜂和其他授粉媒介对人类而言是无价
山东茶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独
之宝。它们对可持续的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在世界
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造就了养分积累充分。
范围内，超过 70%的主要人类粮食作物依赖蜜蜂授 “叶片厚、耐冲泡、内质好、滋味浓、香气高”成为山
粉，而在欧洲，这一数字超过 80%。
东茶的主要特点，涌现出一大批像“日照绿茶”
“泰
“蜜蜂和茶是斯洛文尼亚和中国文化与经济的
山茶”和“崂山茶”等市场知名度高的茶叶品牌，深
完美代表，是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完美象
受消费者青睐。
征。”苏岚说。
“相聚好客山东，品味山东茶香。茶，蕴含着一
“斯洛文尼亚不仅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友好国
种‘礼’的象征，客来泡茶，是包括山东在内的中国
家，也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积极参与者。自
民俗礼仪和待客之道。”林国华说，山东是儒家文化
2012 年以来，中国-中东欧国家聚焦务实合作，已
的发祥地，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作为华夏礼仪之
建立起以领导人会晤机制为引领，涵盖经贸、文化、 地，更提倡中国传统礼文化。
教育、青年、农业、旅游、科技、卫生、智库、地方等多
斯洛文尼亚蜂蜜：
“ 执拗”传统只
领域的立体合作架构，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国
为缔造高品质
外交部欧洲司参赞夏晓曦说。
“养蜂是生态优先的绿色产业，也是‘绿水青山
蜜蜂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为人类生产食物的昆
就是金山银山’的真实写照。中国是世界第一养蜂
虫，全球 30%的农作物生长依赖以蜜蜂为主的虫媒
大国，无论是蜜蜂的养殖量，还是蜂产品的产量和出
授粉。如果没有蜜蜂的传粉，约有 4 万种植物会繁
口量，均居世界首位。中国蜂产品年产值超过 300
育困难、濒临灭绝。从粮食到生态，蜜蜂都贡献了
亿元，在养蜂过程中通过蜜蜂授粉所带来的间接经
无可替代的力量。
济效益超过 3000 亿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孙
斯洛文尼亚有句俗语“斧头落在蜂蜜中”，用来
坦说，中国农业科学院拥有中国顶尖的蜜蜂研究所
形容意外降临的好运，足见在斯洛文尼亚文化中对

于蜜蜂的偏爱。
“5·20 世界蜜蜂日”
（World Bee Day）是以斯
洛文尼亚养蜂先驱安东·扬萨（Anton Janša）的生日
为纪念日期，由斯洛文尼亚政府在 2015 年向联合
国正式提出，2017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苏岚说：
“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在世界蜜蜂日申
报过程中给予斯洛文尼亚的大力支持。蜜蜂日的
创立不仅仅是为了唤醒大家对蜜蜂的认识，更是一
个为各国政府、组织和全球各国人民提供加强传粉
媒介栖息地提高其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机会，从而为
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
地处中欧南部的斯洛文尼亚，是阿尔卑斯山
脉、迪纳拉山脉、多瑙河中游平原以及地中海四大
地理区域交汇之地。多变的地形地貌、多样性的植
物和温和的气候条件造就了斯洛文尼亚历史悠久
的养蜂传统。在乡间田野，彩色木质蜂房点缀在花
丛中，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斯洛文尼亚每 200 人
中就有 1 人以养蜂为生，在这个 200 多万人口的国
家中有超过 1 万名养蜂人，是欧洲养蜂人数比例最
高的国家。
虽然斯洛文尼亚养蜂人占比高，但一年只产
2000吨的蜂蜜量并不算高。即便在激烈的商业竞争
中，该国养蜂人也“执拗”地坚守传统——不过多打
扰蜜蜂，一次只采集蜂巢产蜜量的 20%。比起产量，
他们更专注于蜂蜜的品质。斯洛文尼亚蜜源植物分
布均匀，一般农场养蜂以采集油菜、果树等大宗农作
物和野生植物为主，养蜂人无须转地放蜂。在喀斯
特和科切维地区，养蜂人会在原始森林中流动放蜂，
采集冷杉、云杉、枫树、甜栗树等森林蜜源，这样酿造
出的森林蜂蜜品质更高。2013 年，斯洛文尼亚蜂蜜
品牌被欧盟列为保护产品，贴上了欧盟统一的原产
地标识。原产地品牌受到法律保护，价格不菲。
小小的蜜蜂牵动着整个世界，关系到生态安全
和人类福祉。为在蜜蜂产业发展、文化传播、蜂产
品生产、贸易等方面开展更多国际合作和互鉴，中
国和中东欧国家正在酝酿一项特殊的计划。中国
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所长彭文君，在活动现场提
出倡议——《中国-中东欧国家蜂业合作行动计
划》，计划在 2021-2025 年间通过国际会议、研讨
会、培训、短期交流、实地考察等方式不定期开展蜂
业交流与合作。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首先选择在养蜂业领域展
开合作，这是多方参与、精诚合作的一次重要的务
实之举。我们有理由相信，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必
将为各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甜蜜回报。”彭文君说。

采撷一缕跨越千年的茶香
—— 韩 国 花 开 传 统 河 东 茶 农 业 掠 影
河仁成 译者 金虹

韩国智异山河东郡的传统茶农业拥有超过
1200 年的历史，古老的茶树、茶园的岩石与山坡的
石缝相融合的自然景观，为河东茶农业系统提供差
异化与生物多样性。
为了管理茶园，当地采用直接以草代替肥料的
“草施肥方式”与在土地上播撒茶副产物的方式，从
而防止土壤酸化、水分蒸发、有机物流失。这也是
河东郡传统茶农业独有的特点。
作为韩国栽培茶发源地及传统手工茶生产地
的河东郡花开地区，被海拔 1200 米以上的智异山
环绕，南部有蟾津江与花开川相汇，气候多雾潮
湿。在茶叶生产时期，昼夜温差大，是具有最佳栽
培环境的天赐之地。
河东郡花开地区的传统茶产业 1200 多年来适
应了当地贫瘠的山地环境，其特点是将人为干预降
到最低的传统茶园栽培管理模式，即收集人工采摘
的叶片与落叶和山野草一同用做环保堆肥的草施
肥，以最低限度的管理来完成传统茶生产模式。因
此，作为智异山地区生物的栖息地，同时生长于岩
石和石缝中的茶树，与山体和谐相融，体现了自然
纯粹的粗犷韵味和野性之美。
延续千年的河东传统茶产业，有蟾津江边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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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雾气，还飘散着茶园泥土的芬芳，不仅拥有宜人
的自然环境，而且作为生计手段，直接与当地居民
的生活共存，因此保留了多种文献和口传民谣、生
活风俗，形成了地区固有的文化认同感。
雀舌是河东郡地区长期制作的发酵茶，特指红
茶。在河东郡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雀舌不仅用于饮
用，
还常用于治疗腹痛、
头痛、
哮喘等各种疾病，
是家庭
常备药物。雀舌茶以其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与优质
的口感，在2016年被国际慢食协会评为“味之方舟”。
河东传统茶产业为保证手工采摘叶片，特组建
居民合作共同体“互助社团”，来确保劳动力，以维持
传统的茶农法。目前，互助社团与茶产业相连接，发
展成为以地区为单位的共同生产、共同管理系统。
每年 4 月，河东郡的茶农在始培地举行祈愿一
年丰收的丰茶祭，还保留着将谷雨前摘下的新茶献
给佛祖的献茶文化。每年 5 月在河东野生茶庆典
上举行献茶礼重演活动。
流传 1200 多年的炒茶文化，完整地保留着茶
的醇香和丰厚口感，现已成为游客体验观光项目，
是居民收入来源之一。
作为影响居民收入的出口渠道，2020 年河东
郡在绿茶类食品加工领域达成约 62 亿韩元（547 万
美元）的出口业绩。向星巴克等国际企业销售绿茶
粉及相关产品的订单不断增多，提高居民收入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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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珂昕）在 “近些年我们已开设 100 多期培训班培训来自发
全球碳减排、碳中和的进程中，沼气的作用越来
展中国家的 3000 多名学员，其中包括阿根廷学
越被看重。日前，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和
员。中国-阿根廷沼气发展与合作中心的成立，有
阿根廷国家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共同设立的“中
利于双方共同推进生物质农业和低碳农业的发
国-阿根廷沼气发展与合作中心”项目在四川成
展，有利于我们用中国成功的经验和方案，帮他们
都正式启动。
解决农业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的问题，有利于推
按照规划，今后三年内，基于中阿共同关注的
动我们的技术和产品走出去。”
问题和难点，中国-阿根廷沼气发展与合作中心将
四川是国内发展沼气最早的省份之一，沼气
通过联合攻关、培训、示范、典型案例总结等，系统
工程数量、沼气产量均居全国前列。在具体合作
性、科学性地深入开展沼气技术研究与战略合作
中，四川将通过多形式的人员培训，项目建设与示
研究，促进中阿农业绿色健康发展。特别是探讨
范等，助推阿根廷畜禽粪污有效利用，实现绿色低
作为畜牧业大国阿根廷发展循环农业、降低碳排
碳农业。
放的新路径，进而拓展中国与拉美地区南南合作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阿根廷农牧渔业部、阿
的深度与广度。
根廷国家农业技术研究院、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
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王登山说， 室、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代表参会并致辞。

电话：
（010）84395001 或 85815522

广告部电话：
（010）84395213 或 84395219

时，大大助力即将举办的河东世界茶博览会。此
外，河东传统茶产业在国内连续 3 年被评为“消费
者评选的最佳品牌大奖”。
此外，河东郡花开地区自 1200 多年前就建有
双溪寺、七佛寺等许多寺庙。寺庙僧人和花开居民
一起建设茶园，共享和传承花开地区独有的茶产业
知识体系。佛教文化如此繁盛的地区结构，是延续
地区内自生茶园、传承制作手工茶的重要因素。
自大廉公从中国唐朝带回茶树种子开启韩国
的茶历史，再到即将举办 2022 年河东世界茶博览
会，韩国庆尚南道河东郡，可以说为引领世界茶文
化及茶产业的传承打下基础。
利于世界茶文化产业振兴，并旨在成为世界茶
叶交流中心的河东世界茶博览会将于 2022 年 5 月
在韩国庆尚南道河东郡、昌原市、金海市等庆南一
带举行，主题为“自然的香气、健康的未来、茶”。届
时将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茶界代表参会。
此次 2022 年河东世界茶博览会，由 10 个展馆
100 多个项目组成，是在茶领域首次被认定为韩国
政府的官方国际活动。当地正努力将此次茶博会
打造成智能博览会，以期更好地展示河东野生茶
1200 年的历史文化，为全球茶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韩国河东郡厅特化产业科农业遗
产组）

传真：
（010）85832154

众所周知，水果是我国传统出口农产品三大品
类之一，水果出口对带动产业发展和果农增收具有
十分积极的作用，但鲜有人了解柑橘已超过苹果成
为我国第一大出口水果。近期，农业农村部贸易促
进中心赴江西围绕柑橘出口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实
地调研，并与江西、福建、重庆等柑橘主产省（市）出
口龙头企业座谈交流，深入了解了我国柑橘生产贸
易现状、出口促进经验做法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
优势突出，出口跃居水果产品第一位。我国
是世界第三大柑橘出口国，仅次于西班牙和南
非。2019 年以来，柑橘超过苹果成为第一大出口
水果。2020 年，我国柑橘出口量 104.5 万吨，出口
额 15.8 亿美元。目前出口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集中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
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俄罗斯，占柑橘出口的 70%以
上。我国主要出口柑橘品种包括橙、葡萄柚、柠
檬、蜜桔和杂柑等，其中蜜桔出口量最大，2020 年
占我国柑橘出口总额的 63%，其次是葡萄柚，占
比 23.7%。江西“南丰蜜桔”是我国柑橘特色品
种，具有 1700 多年栽培史，自唐朝开元年间就已
成为皇室贡品，如今南丰蜜桔已经拥有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农产品和绿
色食品等多个头衔，并入选了 2020 中国地理标
志产品 100 强、中国首批欧盟保护地理标志名录
和全国农产品地域标杆品牌，成为一张享誉海外
的“中国名片”。
攻坚克难，迈进中高端市场实现突破。2020
年底，我国柑橘产品中的“南丰蜜桔”和“琯溪蜜
柚”成功出口美国，在开拓海外市场上迈出重要
步伐。为推动柑橘出口美国市场，江西相关出口

中德青年农业实用人才风采

邵广：城市里的“牧牛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宫宇坤

内的先进理念，并应用于实际生产。
2020 年，经黑龙江省奶业协会推荐，邵广如愿
邵广出生于河南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7 岁
以偿成为中德青年农业实用人才交流项目的一名
时，同龄孩子都在嬉戏打闹，他却帮家里在河边放
学员。他说，
“这个平台建立了一种学习创新和沟
牛。儿时与牛相伴的经历让他对畜牧养殖业有着难
通交流机制，通过整合国内外资源、接触不同类型
以割舍的情感，为日后成为“职业养牛人”打下基础。
的老师和学员，相互之间思想的碰撞开阔了我的
本科学习动物科学，硕士研究反刍动物营养
视野。”
与调控，邵广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度过了自己
谈及对哪些培训内容感受最深刻，邵广说：
的求学岁月。
“2009 年硕士毕业时，同班同学有的 “德国对动物福利方面的研究非常深入，尽管最近
入职科研院所，有的去外企做销售或技术服务，而
5 年国内对动物福利已有较高关注和较大改进，我
我是 50 个同学中唯一一个深入一线到牛场工作
自己在工作中也很关注奶牛的舒适度，但相比德
的。”邵广说，
“我认为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还得通
国还是有较大差距。”
过实践的检验，一线工作才能把书本上的理论转
另外，德国畜牧养殖场所的规划设计理念和
化成实用成果。”
集约化程度也令邵广印象深刻。他说，
“德国设计
工作之后的邵广，十几年间与牛为伴，从技术
场所时就会考虑未来应用哪些机械化、自动化技
员逐渐成长为牛场管理者，管理牛场规模从 1000
术，避免了边建边改、建完再改的弊端，这一点很
头到 5000 头，见证着中国奶牛业的发展。自 2003
值得我们学习。”
年起，标准化奶牛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奶牛的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中德青年农业实用
养殖水平却参差不齐，2009 年黑龙江省的奶牛平
人才交流项目改为“云端”授课。邵广提到，线上交
均 单 产 不 足 7 吨 ，养 殖 理 念 和 技 术 亟 待 提 高 。 流有一定局限性，未来希望有机会去德国实地考察，
2011 年，邵广参与了所在牧场与以色列阿菲金公
更加深入了解德国畜牧行业发展和社会人文情况。
司开展的技术合作。
“我全程参与了项目的设计和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提升和消费理念更新，鲜
实施，学到不少国外先进的理念和养殖技术。”他
奶制品的消费量逐渐攀升。国外许多居民大量
说，此后几年里，他开始在实践中转化和吸收这些
消费营养价值比高温奶和常温奶更高的低温奶
新理念和新技术。
（巴氏鲜牛奶），而低温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还较
2016 年，邵广加入绥化市裕达牧业有限公司， 低。
“ 目前我们正在绥化本地做一个低温奶的区
8 个月后牧场渐入佳境，裕达牧业的创始人对邵广
域性尝试，以 6 元 500 毫升的低价，让老百姓都能
信任有加，便与他开启“合伙人承包模式”，即每年
消费得起，同时丰富我们的产品销售途径。”
上缴固定利润给公司，其余收益皆由他所得。邵
采访的最后，邵广与记者分享了他的职业理
广出任裕达牧业有限公司经理，全面改善牧场经
想，
“一座城市，一个牧场，让绥化人民喝上自己的
营管理，他也将承包制模式应用于牧场的各级主
巴氏鲜牛奶。”
管，以激励全体员工的工作主动性和
积极性。在他的精心管理下，裕达牧
业一头成年母牛年产奶量由 2016 年
的 8 吨增加至 2019 年的 12 吨，经济效
益大大增加。目前裕达牧业奶牛存栏
2000 头，年出售商品奶 1.2 万吨，年收
入 5000 万元，已成为黑龙江省知名重
型奶牛场。
养殖是一个艰苦的农业领域，但
也是一个非常需要高科技的行业。
“从
业十多年来，我发现许多大型设备和
现代技术是从国外引进的，如我们经
常使用的青贮收割机‘约翰迪尔’就来
自德国。”邵广一直希望有机会多出去
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吸收国际国
邵广在查看幼牛。李木子 摄

新闻热线：
（010）84395089 或 84395112

广告总代理：北京华农通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企业投资建设了 5000 亩高标准果园和 10 万级无
菌加工厂，蜜桔从种植到加工均严格按照欧盟
GLOBAL GAP 质量管理体系操作执行，生产全
过程均实施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为使产品满足
美国 300 多项技术指标，包括果心温度连续 22 天
不高于 1.67°C 等超常规标准，出口企业邀请国内
外专家攻关南丰蜜桔输美技术难题，针对果心温
度难题则经反复试验确定最佳存放温度，最终
达到美方提出的标准要求。该企业还投资建成
了生态环保、安全无公害的次氯酸消毒水厂，实
现了从种植、水果粗加工到存储、运输和保鲜的
全过程无害消毒灭菌应用，实现了 90%以上农
药替代。
道阻且长，出口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我
国柑橘产品竞争力强，具有实现对国外更多市
场更大数量和更高附加值出口的巨大潜力，但
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首先，目前国内多数
果园及企业达不到欧美市场标准，需加大投入
力度转型升级，但大部分农业企业和农户的投
入能力、经营理念提升更新需较大支持和较长
时间。其次，柑橘产业本身易受实蝇、黄龙病等
病害影响，要满足较高的市场标准还需对整个
产区病虫害进行联防联控。此外，柑橘出口企
业长期存在的恶性竞争、相互压价问题未得到
有效解决，难以保障优质高价。下一步可通过
农业国贸基地建设提升对企业的服务和支持水
平，协助企业解决相关问题，共同将出口潜力转
化为规模化出口实绩。
（稿件来源：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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