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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地图之福建篇

茶叶产量产值全国第一
上期我们已经领略过湘茶的瑰丽与神奇，独特的
地理、人文环境造就独特的湘茶文化。今天，请和《中
国茶叶地图》一起，倾听闽茶的声音。
福建省气候地理条件优越， 是一个多茶类产区，
有着一千多年的茶叶历史。2016年福建茶叶产量占
全国的18%，茶产业综合产值近900亿元，产量、产值
均位居全国第一，所产茶叶涵盖多个领域，如铁观音、
大红袍、白毫银针、茉莉花茶、政和红茶、武夷岩茶等
皆产自福建。

泉州：乌龙茶甲天下
漳州：
乌龙茶品种丰富

西坪乡。 铁观音是乌龙茶的极
品，茶香高而持久，可谓“七泡
有余香”。
安溪黄金桂：产于安溪县。
其外形“黄、匀、细”，内质“香、
奇、鲜”。
毛蟹茶：产于安溪县。因茶
表叶下有小毛绒故称为毛蟹，
嫩叶尾部多白毫， 内质香气清
高。
永春佛手茶：产于永春县，
其色泽砂绿乌润， 滋味醇厚回
甘，汤色橙黄明亮，具有独特果
香。

环境：泉州依山面海，境内
山峦起伏，丘陵、河谷、盆地错
落其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
地、 丘陵占土地总面积的五分
之四，俗称“
八山一水一分田”。
数据： 乌龙茶产量占全国
乌龙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占
全省乌龙茶总产量的近一半。
文化： 泉州产茶已有一千
多年历史， 其盛产的乌龙茶早
在宋元时期就通过“海上丝绸
之路” 蜚声中外， 以乌龙茶为
主。
安溪铁观音： 产于安溪县

南平：八大贡茶产区之一
环境：雨量充沛，山丘众多。
数据：截至2014年，全市
茶园面积达60.9万亩，毛茶总
产6.47万吨，毛茶总产值31.8
亿元。
文化： 是中国八大贡茶产
区之一， 早在南唐保大年间就
已列入中国贡茶名册，享有“茶
乡”称誉，乌龙茶居多。南平是
闽越文化、朱子文化、武夷茶道
文化、齐天大圣文化、太极文化
的发源地。
武夷岩茶： 产于福建省北
部的武夷山地区， 既有红茶的
甘醇，又有绿茶的清香，是“活、
甘、清、香”齐备的茶中珍品。

武夷山大红袍： 为武夷山
最负盛名的茶，被誉为“茶中之
王”。大红袍茶冲至9次，尚不
脱原茶真味──桂花香。 品质
优异，独具特色。
邵武碎铜茶：产于邵武市，
香味醇厚，泡饮茶汤澄明透亮，
揭盖透出一股山野气息。
政和工夫：主产于政和县、
松溪县。条索细紧，香似祁红，
但欠持久，汤稍浅，味醇和，叶
底红匀。
正山小种： 原产地在武夷
山市桐木关。茶叶呈黑色，条形
紧索，但茶汤为深红色，有特有
的桂圆香味。

宁德：“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
环境： 宁德地处丘陵地
带，依山傍海，既有沿海平原，
也有千米高峰， 山高谷深，境
内水道纵横 ， 海 岸线 绵长 曲
折。
数据：截至2015年，全市
拥有茶园面积103万亩， 茶叶
产量9.3万吨， 毛茶产值约40
亿元。
文化： 可追溯到晋代，已
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被誉
为“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茶
叶品种齐全，品质优异。
坦洋工夫： 产于福安。其
滋味浓醇鲜爽，醇甜、有桂圆

香气，汤色红亮，叶亮红明。
白琳工夫：产于福鼎，系小
叶种红茶。 其条索细长弯曲，
茸毫多呈颗粒绒状，内质汤色
浅亮，味清鲜甜。
福鼎白茶：产于福鼎太姥
山。其性清凉，消热降火，消暑
解毒，具有治病之功效。
白毫银针：产于福鼎，成品
茶形状似针，冲泡后即出现白
云疑光闪，满盏浮花乳，芽 芽
挺立，蔚为奇观。
官司绿茶：产于周宁县，其
香气 高爽 持久 ， 滋 味香 甘醇
厚，汤色碧绿清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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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青茶特色突出
环境：适宜亚热带作物和林
木的生长。
数据：截至2016年，龙岩市
全年产茶量近2.3万吨， 比之上
年增加15%。
文化：龙岩是福建省最重要
的三条大江——
—闽江、 九龙江、
汀江的发源地。河洛文化、客家
文化和土著文化在这里相互融
合。据记载，龙岩宋代就产茶，以
青茶为主，绿茶次之。
漳平水仙： 漳平市特产，中
国地理标志产品。漳平水仙是乌

龙茶类唯一紧压茶， 喉润好，有
回甘，更有久饮多饮而不伤胃的
特点。
永福高山茶： 产于 漳平 永
福。干茶色翠绿鲜活，汤色蜜绿
显黄， 有突显的“花果香高山
韵”。
龙岩斜背茶：产于龙岩市新
罗区。 其干茶色泽灰绿带黄，汤
色黄绿，叶底嫩绿黄亮，以“三著
黄绿”而闻名。
武平绿茶： 产自武平县，其
香气高锐，滋味清爽，色绿形美。

福州：茉莉花茶的发源地
环境： 福州位于闽江入海
口，枕山、襟江、面海，山海资源
兼备，气候舒适宜人，物产十分
丰富。
数据：产量逐年攀升，截至
2014年，仅茉莉花茶一类便达到
产量1.5万吨，产值达21.9亿元。
文化：福州茉莉花茶可追溯
至汉代，早在1700年前，就有方
山露芽、鼓山柏岩茶成为唐朝以
后皇家贡茶，其中茉莉花茶最为
有名。
茉莉花茶：福州是茉莉花茶
的发源地。干茶外形条索紧细匀
整，冲泡后香气鲜灵持久，汤色
黄绿明亮，滋味醇厚鲜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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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绿茶： 产于永泰县。香
气栗香显、带花香，滋味鲜醇甘
爽，汤色嫩绿明亮，叶底绿亮匀
齐。
七境茶：位于罗源县西部山
区西兰乡。 茶叶由于采制精细、
工 艺考 究 、毫香 突出 ， 具 有“香
高、口爽、色翠、耐泡”四绝特色。
半岩茶： 产于福州鼓山。此
茶生在鼓山岩层或丛荫之中，少
有阳光直接照射，纯为天然雨露
滋润长成，故味清色淡而芳香。
鹿池茶： 产于连江县长龙
镇。因受海洋性气候影响，该地
雨水充沛，茶叶品种独特，口味
清香甘醇，史称“鹿池茶”。

环境： 属于亚热带
季风性湿润气候， 区域
性气候得天独厚。
数据：截至2016年，
全 市 茶 园 面 积 46.9 万
亩，产量7.64万吨，乌龙
茶产量居福建省第二
位。
文化： 早在明朝中
叶， 漳州茶从古月港远
渡重洋， 深受外国贵族
青睐，以乌龙茶为主。
白芽奇兰： 产于平
和县。 白芽奇兰茶干嗅
能闻到幽香， 冲泡后兰
花香更为突出。
南靖丹桂： 产于南
靖县。 由武夷四大名枞
之一的肉桂自然杂交的
后代选育而来， 香气奇
高、 滋味醇厚、 外形翠
绿、汤色金黄。
八仙茶： 产于诏安
县。高香耐泡，回味甘爽
持久，适配性很强，在其
他茶叶中掺入八仙茶，
能大大提高香味。
诏安苦丁茶： 产于
诏安境内海拔一千多米
的犁壁石高山谷。 自古
代就有以苦丁茶治病的
风俗， 传统饮法是摘茶
叶泡水喝，清热解毒，消
炎泻火。
火田大茂山茶：产
于云霄县火田镇， 被誉
为“陈 将 军 茶 ”， 采 自 于
大茂山千年野生茶树，
品质优异。
长泰天竺岩茶：产
于长泰县， 具有独特的
岩骨花香， 醇厚甘爽之
味，清澈杏黄之渍，富有
收敛性、耐冲泡。
盘陀金萱茶： 产于
漳浦县盘陀镇， 以金萱
茶树采制的半球形包种
茶， 其茶汤呈清澈蜜绿
色， 具独特天然牛奶香
和桂花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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