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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活有机牌 畅享有机生活

生态农业 让茶之真味回归自然
近年来， 有机生活方
式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
推崇， 这是一种倡导人与
大自然相和谐的生活方
式，是可持续、健康的、也
是承担社会义务的一种生
活方式。 而“有机生活”最
根本的基础就是支持有机
农业。
今天， 小编就带您走
进有机世界， 了解南阳的
有机农业。

打有机牌

茶树花开

走生态路

南阳是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的渠首所在地和核心
水源区， 保护生态环境和
水质安全是南阳人民担负

近年来， 南阳市委、
市政府站在“保生态、保
发展、保民生”的高度，坚
持“打有机牌、走生态路”

示范市”， 并成功创建了
全国首个“出口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市”， 出口农
产品占河南省的一多半，

召柞蚕、唐河红薯等 13 种
产品登记为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南召辛夷、西峡香菇
猕猴桃获得国家生态原产

的重大政治任务。 为践行
“
一池清水入库、一泓清水
北送”的庄严承诺，水源地
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
献， 同时也为我们大力发
展生态有机农业带来了良
好机遇。

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农
业资源丰富、特色产业突
出、生态环境良好的优势，
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
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2016 年我市被授
于“全国农业综合标准化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
范市”创建工作刚刚通过
省里验收，南召县和淅川
县 、 桐 柏 县 被 批 准 为“国
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创建县； 南阳黄牛入选
“全国百强区域品牌”，南

地认证。 目前全市在有效
期的有机绿色证书 218 张
（326 个 产 品）， 面 积 135
万亩，覆盖蔬菜、水果、粮
食、茶叶、中药材、食用
菌、水产、畜禽等农特优
产品。

俗话说就是
“
抓口”。 茶园
位于淮河源头的桐柏山，

茶之真味

回归自然

有机茶是在种植过程
中，使用天然绿肥，采用生
物或者物理的方法防治病

茶、一般常规茶。 绿色有机
茶叶是一种无污染， 纯天
然的茶叶， 是茶叶中最高

县丹峰山茶叶开发有限公
司的有机茶园位于该县程
湾镇栗子园村， 该公司所

虫害， 以自然农耕为主，不

品质的代表， 因此它需经

产的茶叶连续多年通过南

允许使用任何化学合成农
药和化肥;在有机茶过程中，

过有机食品颁证组织严格
的生产加工认证。

京国环的权威有机认证，
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全程

不使用任何化学添加剂;有
机茶在整个生产和加工过

有机茶在其生产过程
中， 完全不施用任何人工

遵照有机食品的要求。
丹峰山茶园的茶树与

程中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
污染的同时，也最完整的保
留了茶的清香甘醇的特性。

合成的化肥、农药、化学食
品添加剂等物质， 其产地
一般在交通不便的山区，

松柏、古藤竞相生长，不成
垄，也不成畦，随心所欲地
生长，说是茶园，可也看不

在我国茶业市场，茶
叶按品质高低分为绿色有

茶园土地的肥料都是人畜
禽粪肥， 或者是植物腐烂

出
“
园”的样子。 这种骨子
里带的“野生基因”，令茶

标准的生产环节， 造就了
丹峰山有机茶良好的品
质。 不仅在口味上出挑，而

机茶、绿色食品茶、无公害

后的天然有机肥料。 桐柏

叶香氛超逸，经久耐泡，用

且更加健康。

改变自己

山高、壑深、雾重，空气湿
度大，阳光多漫射，茶叶自
然长得丰满实在， 叶肥汁
多，经久耐泡。 丰富的矿物
资源和植物自然腐败物，
又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天然
丰富的有机原料。
良好的自然环境和高

秋天的周末，天蓝云淡，风也轻，好友二
三，踏秋山行。山，本叫 牤 牛山，韩老板承包后
改名为丹峰山，似乎文艺了很多。
沿着弯曲的山路，秋风拂面，松柏相照，
在惬意里方觉风景美心情就会好。 秋天的山
林，没了春夏的绿意盎然，但放眼望去，一抹
橘红、一道金黄、一树绯红、一山苍翠，颜色饱
满而丰富，给人一种开到极致、浓墨重彩的感
觉。 用一句被用烂了的句子
“
上帝打翻了调色
板，点染得美不胜收”。
山坡上零星散布有茶树， 让我惊喜的是
茶树开了许多小花，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茶树
—人
花。 白色花瓣、浅黄花蕊，绿色的茶树——
生之美莫过于此吧？ 韩老板很有学问地讲道
“
每年的 6 月、7 月，茶树开始发出花芽，然后
形成花蕾， 渐渐地开花，10 月下旬到 11 月
份，是茶树花盛开枝头的季节”。
山坡下，林间隐约有房子。 几缕炊烟袅袅
升起、消散，有炊烟就有人烟，我自小在山村
长大，看到炊烟特别亲切，炊烟是我心底永远
的温暖记忆。这时，突生一念想，
“
买一个院落
吧，将来回来住”。韩老板背着手说
“
山里人快
搬走完了，就你圣人蛋想着来这住？”也许吧，
现在山村成了钱钟书笔下的围城，
“
里面的人
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来”。想到这，心里惆怅
起来，秋色也变得暗淡了。
午饭算是丰盛，很有山里特色。 只是又遇
到了小时候的同学 （印象中每次来山上都会
遇到熟人？ ）共同缅怀少不更事时的囧事，不
一会就喝了个
“
断片”。 仿佛记得酒后去山里
的一个小寺庙——
—黑明寺。 庙里的印全和尚
是我的朋友，印全看到我们来了，手忙脚乱地
回屋穿好袈裟，出来和我们说话。 说的什么内
容记不得了， 我醉眼朦胧地和他拍了几张照

有机生活

虽然购买有机产品是

消费、不过度购买，尽量节

们除了有义务爱自己，还

有机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
元素， 但是这并不是有机
生活的最终目的。 有机生

省自然资源和能源， 用分
类回收的方式进行垃圾减
量……都能够使我们的环

活更大的目标是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存。 选用对环境
无害的有机食品、 天然环

境慢慢改善， 使我们的健
康得到保障。
为何一定要过有机生

有义务去爱护我们的地球
母亲， 那个给了我们一切
而不求回报的伟大母亲。
而实践有机恰能够将这两
份爱很好的融合在一
起——
—有机不仅使您的身

保的生活用品， 并且节俭

活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我

体更加清洁、轻松、健康，

也在为我们的地球母亲排
除毒素、减轻负担。
有机生活方式代表
着一种崭新的生活理念
和价值观， 必将为人们的
生活和社会进步带来深远
影响。 13 6
（旺旺）

片就走了。 从小受皈依的奶奶影响，我喜欢寺
庙的氛围，喜欢香雾缭绕的飘渺，喜欢佛鼓声
声的清净，喜欢荡去尘痕的轻快。 也许，当我
有一天完成了世俗事务后， 我会寻一家寺庙
去度过余生。 也是，这个也只是想想。
深秋里，去山里走一走，是一件雅事，曲
水流觞是一件雅事，
“
日暮倒载归， 酩酊无所
知”这个就尴尬了。 13 6
（旺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