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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蒙山派创始人成先勤

天堂有茶不孤单
一生痴茶育万人

“遥想当年，艰苦岁月，成老以
知青之名，来到蒙顶山，致力蒙顶山
茶发展 60 载……”名山区委宣传部
副部长代先隆在追悼会上说。
成 先 勤 ，1945 年 12 月 生 于 成
都。1963 年，风华正茂的成先勤，
响应国家号召，以一名知青的身份，
来到雅安蒙顶山脚下，成为原蒙山
茶场的一名普通工人。从那时起，
他就与蒙顶山和蒙顶山茶结下了不
解之缘。
“蒙顶仙山石芽茶，九头狮子闹
莲花。谁人葬得真龙地，世代皆为
帝王家。”这短短四句话，算是成先
勤最早接触到的蒙顶山茶文化。
后来，成先勤任蒙山茶场副场
长。那些年，到蒙顶山探寻茶踪的
人也多了起来，张爱萍、谭启龙、杨
汝岱、王兆国、安子文、谢世杰、黄宗
英、李半黎等政界和文化界人士上
山寻古访幽，大多是成先勤接待，向
他们介绍蒙顶山茶的由来。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记
载蒙顶山、述说蒙顶山茶的多之又
多。为了在接待的时候不出丑，成
先勤找来很多书，一有空就读。后
来，他读到了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
家光（已故）等茶文化专家对蒙顶山
的考证论文，循着这条路走进去，竟
无师自通地编写出了蒙顶山第一本
完整的《蒙顶山导游词》，并与他人
一起合编了一些介绍蒙顶山的书
籍。
“品字有三口，第一口润肺，第
二口润喉，第三口润胃。茶有三味，
头道茶甘，二道茶苦，三道茶绵。喝
茶 品 茗 ，就 是 要 品 出 茶 的 茶 外 之
味。人生也如三道茶，头道茶如稚
童，少年不知愁滋味；二道如青春，
壮志未酬雄心勃勃；三道如中年，宽
厚豁达雄心犹存……”很多人还记
得，成先勤编写的亦庄亦谐的解说
词，既让游客了解了蒙顶山和蒙顶
山茶，也让游客把笑声留在了这个
清净安闲之地。
那几年，蒙顶山成了旅游胜地，
远近游客纷至沓来，人在云中走，雾
在脚下飘。诗人白航曾在蒙顶山上
大声吟诵：
“ 一千年岁月的甘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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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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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农茶企早准备
只为春茶好滋味

2 月的茶乡，
茶叶开始发芽，
正是茶产业从业者们准备春茶上市工作的时候。
然而，在 2 月 10 日凌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华蒙山派创始人、中央电视台
大型茶文化纪录片《茶，
一片树叶的故事》第一集主人翁成先勤逝世，
享年 72 岁。
雅安茶界惊闻噩耗，
悲痛与惋惜之情在茶乡蔓延。
2 月 14 日，成先勤追悼会在名山区某公墓内举行，成先勤直系亲属，雅安茶界代表，以及
成先勤的弟子等 50 余人参加。
追悼会上，
成先勤一生与茶的故事，
再次被大家提起……

立春之后，万物复苏。对于广大茶商、茶友来说，最翘首以盼的就是
今年即将上市的蒙顶山春茶。
2 月 15 日，距离立春已经快半个月时间了，茶园里茶树在春风吹拂
下舒展身姿，开始冒出嫩绿、饱满的茶芽。
“今年入春以来以阴雨天气为
主，气温波动在 3-11℃之间，但最适宜茶树萌芽的温度需要稳定在 10℃
以上，且持续保持 3 至 5 天。”雅安本地茶叶专家李国林判断说，预计在本
月底，
今年蒙顶山春茶才可能大规模上市。
但就是为了春茶这一口鲜爽，茶农、茶企、茶叶交易市场，以及茶商
等早已开始了春茶采摘、
交易、
生产、
销售等相关准备工作。

除草施肥
为春茶蓄积养料

成先勤生前照片

初识蒙顶山
结缘蒙顶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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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杯茶水里；一千年云雾的变幻，
凝在一缕茶色里；一千年春的芬芳，
留在我的舌尖上。”

偶拾失传茶技
创立中华蒙山派
“成先勤深挖蒙顶山茶文化，茶
技龙行十八式、茶艺天风十二品，创
蒙山派，弟子万计，遍布华夏，荣登
国际舞台……”在追悼会上，成先勤
的众多弟子都在诉说着恩师在茶技
创编上的功劳和对他们的恩情。
早在 2000 年之前，年过花甲的
成先勤，就在浩瀚的茶叶历史资料
堆中，找到了“禅惠法师龙行茶技”，
以及眉批：
“茶技？中国自古禅茶一
体，莫非僧人除了武术还有茶技？”
等史料。
书中的只言片语，令成先勤仿
佛看到天机。自此他潜心研读古
籍，一心追寻禅惠法师的龙行茶技
之踪迹，久而久之终于整理出了一
套茶技招式。
这套茶技，就是现在全国知名
的“龙行十八式”。何正鸿是成先勤
的第一个弟子。
那些年，在成都望江公园的一
个角落，每天都有一老一少两个人，
手持三尺铜茶壶在那里着了魔般地
比划、演练。
2000 年 9 月，成先勤回到蒙顶
山，开办了蒙山茶艺馆。
开茶馆，垒起三星灶，铜壶煮三
江，摆的是茶龙门阵；茶艺馆，舞起
三尺壶，剑挑天下客，耍的是茶技茶
艺。
回到蒙顶山后，成先勤立即开
讲茶文化课，弟子何正鸿则教学员
演练三尺铜壶。蒙顶山风景管理处
职工很快被吸引来听讲座、练茶技。
“这是蒙顶山失传已久的茶
技。”很多茶界人士惊讶之余更觉珍
贵，有的还参与了茶技的整理发掘
工作。随着发掘整理出的招式越来
越多，
“龙行十八式”、
“中国禅茶”的
名声也越来越大，并通过了国家工
商总局的注册登记。
蒙顶山派茶技“龙行十八式”

重出江湖后，
立即震惊世人。
2002 年 4 月，蒙山派茶技“龙
行十八式”表演人员随雅安市政府
代表团参加南京旅交会，首次出川
表演就一炮打响。随后，国内外媒
体纷纷到蒙顶山采访，迅速把蒙山
派茶技“龙行十八式”推向了海内
外。不久，何正鸿应邀到新加坡做
巡回表演，
蒙顶山茶技跨出了国门。
随后，成先勤又创立了女子茶
艺“凤舞十八式”。成都人李莉是第
一名学习此茶艺的弟子。凤舞十八
式的全套招式，将女子柔韧的身姿
和优美的舞台动作揉入到茶艺中
后，显得颇为柔美飘逸。随后，成先
勤组织了中国第一支女子茶技表演
队。这支与众不同的茶艺队甫一亮
相，就吸引了众多眼球。不但奔走
神州大地四处表演，还先后赴韩国、
美国、奥地利等国表演，弘扬源远流
长的蒙顶山茶文化。
现在，成先勤的弟子已达万余
人，
遍布世界各地。

一生痴茶
成非遗传承人
“成老仙去，巴蜀泣雨，痛失非
遗传承人；雅州披霜，惜别蒙派创始
祖。中国茶界少了一老，四川茶界
少了一宝，名山茶业少了一柱。我
们悲痛不已……”参与追悼会的人，
无不悲伤。
成先勤有诸多头衔，他是原国
营蒙山茶场场长、四川省茶业行业
协会专家顾问，四川省茶艺术研究
会顾问，是中华蒙山派创始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山茶传统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理真杰
出传承人终生荣誉奖获得者、
“龙行
十八式”茶技创始人、
“天风十二品”
茶艺创始人。
很多人还记得，在中央
电视台大型茶文化纪

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第一集
中，
成先勤就是主人翁。
“我在工作和生活上经常叨扰
成老，对成老的离去痛心不已。连
日来，与成老相处的情形不时浮现
脑海，仿佛就在昨日。”代先隆回忆
说。
在成先勤生前，很多茶文化爱
好者，都常到他家聆听茶故事，学习
茶文化，领悟茶道哲理，很多人都受
益匪浅……
“作为茶文化故里，蒙顶山别有
洞天，随手在地上抓一把泥土，都能
感受到茶的气息。”在市茶办工作的
陈开义还记得成先勤生前的这句
话。这句话，激励着茶乡的众多茶
文化爱好者。
在蒙顶山上，成先勤呆了几十
年，
成为
“茶痴”
。
茶是一片树叶，成先勤与之邂
逅，这片树叶，成为了生活中的热爱
与信仰。
蒙顶山上，白雾散去，茶园中，
再也不会看到他的身影。
不过，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人们
的心间。
在追悼会上，成先勤的弟子们
表示，将继承成先勤遗志，发扬光大
蒙顶山派，推进蒙顶山茶文化发展
繁荣；雅安茶界人士也表示，学习成
先勤的精神，努力促进雅安茶产业
发展，
造福雅安茶农。
雅安日报/北纬网记者 黄伟 李春蓉

“人工除草虽然耗费时间，但
却是保证茶叶质量安全的方法之
一，同时，通过浅耕除草，还能起到
松土的作用。”在名山区双河乡骑
龙场万亩生态观光茶园中，双河乡
延源村四组村民詹卫娟和妹妹正
在自家茶园中除草。
手中锄头挥动，长着杂草的泥
土被翻起。
杂草是茶叶生长的大敌，在茶
树行间，特别是在茶树根基附近生
长的杂草，与茶树争肥争水，轻则
影响茶树生长，重则造成树势衰
败，
产量下降。
詹卫娟说，趁着妹妹在家有帮
手，她要赶在气温回升前对茶园进
行春茶开采前的最后一次除草和
施肥，确保整个春茶开采期间，茶
树所需的生长养分。
在骑龙场万亩生态观光茶园
中，部分早熟品种已经开始萌芽，
但整体发芽率还较低。所以和詹
卫娟一样进行管理的，还有很多茶
农。双河乡骑龙村一组吴佐琴也
是其中之一。
“这两天天晴，气温有回升的
迹象，所以部分茶树开始发芽了，
但‘磨刀不误砍柴工’嘛，这个时候
再对茶树进行一次追肥，之后发出
来的芽头会更加饱满。”吴佐琴一
边说着，一边把肥料施在已经除完
草的茶树根部。

检修设备
备战春茶生产
在茶企的生产车间，已经“沉
睡”了近半年的茶叶生产设备也渐
渐“苏醒”。设备检修、保养，只为
奏响春茶生产交响曲。
2 月 13 日一大早，跃华茶业位
于名山区红岩乡的生产车间，工人
开始上班。打扫车间清洁卫生，检
修检查机械设备，清理冻库，大家
干得热火朝天。
“到了春茶大规模生产的时
候，这些机械设备需要每天 24 小
时不停地运转，才能保证生产顺利
进行。”厂长张超云说，这两天必须
把大大小小所有生产设备都检查
一遍，并且还要试运转一下，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才能确保春茶生产
时不出问题。
而在蒙顶山茶业位于名山区
中峰乡牛碾坪的生产区域，因为是
清洁化生产示范线，常常有游客、
茶商前去参观学习，所以春茶生产
前的准备工作从未间断。

隔着玻璃窗，沿着参观通道一
路望去，炒锅、杀青机、烘干机……
所有设备早已准备妥当。
除了茶企，各乡镇的茶叶鲜叶
交易市场，也已经做好了相关准备
工作。
“报名时间：2 月 16 日下午 5
点；报名地点：双河乡政府办公室
……”2 月 14 日，双河乡政府贴出
公告，对外招标双河乡农贸市场、
场镇保洁和垃圾清运管理方。
双河乡农贸市场主要服务于
茶叶鲜叶交易，市场占地面积约
30.5 亩，交易大棚占地 3650 平方
木，配套有市场管理室、停车场等，
可同时容纳 2000 人进行茶叶鲜叶
交易。
双河乡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对外招标农贸市场管理方，去
年年底，双河乡政府对停车场进行
了硬化处理，并新增了非机动车停
车遮雨棚等，完善了相关的硬件设
施。
“另外，双河司法所今年还在农
贸市场设立了茶叶交易纠纷调解
室，以便及时调解交易过程中遇到
的纠纷。”

参与预购
提前尝鲜春茶
去年，蒙顶山春茶于 2 月 21
日正式开园，并于 23 日举行了第
十二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暨蒙
顶山茶区第一背篓茶上市活动，全
国茶商云集名山，争抢蒙顶山茶区
第一背篓茶。
而今年，从 2 月 11 日开始，部
分茶商的微信朋友圈就开始发出
了 2017 年春茶上市的预热广告。
“踏春寻茶，春茶之旅即将开
始！”
“ 春茶预购活动火热进行中！
早春茶数量不多，现在抢‘鲜’预
购，最早喝上第一批早春甘露的就
是你！”
“ 再过几天，茶仙姑们便来
茶山采茶了。接受第一批预
定！”……
“预购消息发出的第二天，就
有一部分客户在询问活动的具体
参与方式，参与预购。”市区一茶叶
店负责人陈肖肖说，其实早在春节
前，就有客户在询问今年的春茶什
么时间能够上市。而最近几天，询
问春茶上市的客户更是增加了不
少。
2 月 15 日，陈肖肖专程到名山
区茶园了解茶树萌芽的情况。
“眼
见为实，心里有底了才能及时为客
户提供尝鲜的机会。”陈肖肖说：
“随着气温回升，可能本周末就会
有少量春茶上市，到时候，喜欢尝
鲜的茶友就能一饱口福了。”
雅安日报/北纬网记者 李春蓉

藏茶亮相贺岁档 再次提升知名度
本报讯 在 2017 年春节贺岁档
电影《功夫瑜伽》中，藏茶成为剧情中
考古学家冰原考古时的必备饮品。
尽管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但在茶行业
同仁的眼里，这让产自雅安的藏茶成
为剧中一个亮点，大家欣喜不已。
《功夫瑜伽》是中印合拍的功夫
喜剧电影，由成龙领衔主演。影片讲
述了成龙扮演的考古学家 Jack 被一
张千年前的地图所吸引，在中印两国
间寻找
“神秘宝石”的冒险故事。

在影片播放到第 17 分 41 秒时，
Jack 的得力助手诺敏从帐篷中端出 3
杯冲泡好的藏茶，让大家品尝。
“教
授，这藏茶很香的，你们试试。”
“真的
好香！”简短的两句台词，让来自茶行
业的观众眼前一亮。
“即便是植入广告，也是有一定
道理的。”观看过电影的藏茶爱好者
马伟说，剧中的冰原地区，海拔高、冰
层厚，Jack 一行在冰原进行考古发
掘，为了维持人体的热量和能量，必

定会摄入大量肉类食物，但冰原地区
不可能有大量新鲜的蔬菜水果保证
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摄入。因此，通
过喝藏茶帮助消化、消食解腻，是不
二的选择。
藏区有句谚语：
“ 腥肉之食非茶
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这里所
提到的“茶”就是藏茶。藏茶因其消
食解腻、补充维生素的作用而成为生
活必需品，被称之为藏区同胞的“民
生茶”。
“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

茶”的感悟也是源自于此。
雅安茶界人士一致认为，影片中
之所以会提到藏茶，是因为“4·20”
芦山强烈地震后，为支持雅茶产业
重建，成龙为蒙顶山茶公益代言，期
间对蒙顶山茶和雅安藏茶都有了一
定了解。此次影片中提及藏茶，会
让藏茶的市场知名度得到一定的提
升，有利于今后藏茶产品的市场推
广。
雅安日报/北纬网记者 李春蓉

茶企为春茶生产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