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0月24－26日，第四屆全國武林鬥
茶大會在西子湖畔舉行，由湖南省香木海茶業
有限公司選送的原葉茯磚茶一舉奪得黑茶類冠
軍，讓全國茶業界的專家、教授、茶人重新認
識到了安化黑茶的魅力。時隔8個月之後，
2015年7月3日，第五屆國際武林鬥茶大會在深
圳第10屆茶博會再次對壘，149家茶企各呈精
品，經初賽、複賽、決賽的激烈角逐，香木海
公司的千兩茶、天尖茶、原葉茯磚餅脫穎而出
，依次奪得黑茶類茶品冠軍、亞軍和季軍。

手捧沉甸甸的證書和獎牌，湖南省香木海
茶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譚偉中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 「好茶，並不是鬥出來的！」他所坐擁的當今中
國黑茶界最頂級茶品，無一不是禪心、仙境、純料
、古法所造就。

禪 心
在接觸茶人譚偉中和他的香木海茶業公司時，

所見所聞、無時無刻不是濟世益生的人與茶。做好
人，造好茶，行好事，在這個人和這個團隊中，是
一種自然的流露，更是一以貫之的信仰。身為前中
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大師居家弟子，譚偉中為人行
事始終追求一種境界、一種機緣，他生於製茶世家
，自小就接觸茶、親近茶，無論是江湖險惡，還是
人生輝煌，朝夕縈繞於心的，始終是茶葉的慈悲之
性。2005年，他放棄了如日中天的金礦、地產等業
務，創辦香木海茶業公司，從此躬耕茶園、埋首茶
書、精研茶法、弘揚茶德。在譚先生的心目中，降
生塵世，須具大菩提心，抱利益眾生之弘願，而茶
葉就是慈悲的化身，茶業則是修持的途徑。

茶有三次生命，初生於爛石，利於農；再生於烈
火，利於工；三生於甘泉，利於身。至大之道，莫若
生民。在香木海上萬畝生態有機茶園中，遍布着百畝
左右的單塊，當地山農不僅按時拿到了林權流轉收益
，而且三、五戶一組，持續獲取可觀的茶園培管採摘
工資；山下的安化黑茶清潔化古法製茶廠，遍布全國
的行銷展示中心，為肯鑽研、會經營的父老鄉親帶來
了數百上千個工作崗位和創業機遇。通過茶業，把利
益傳遞給芸芸眾生，這是茶之為茶的慈悲本性；反過
來，以慈悲之心事茶的香木海人，又用心把精潔益生
的茶品奉獻給世人，最終成就一段功德。

純 料
芙蓉山乃湘中高峰之一，處於安化縣境內，正

值北緯28度左右，由72峰環抱而成，主峰海拔1428
米，挺拔峻秀，高聳入雲；周邊群山如簇，狀若出
水芙蓉，洵為人間仙境。修持佛性為拯溺，買得名
山只種茶。香木海在芙蓉山傾囊購置茶山經營權，
逐年建成標準化生態有機茶園上萬畝，都處在海拔
800－1428米的芙蓉山五大主峰之間，這裡終年雲
霧繚繞，茶樹極少病蟲害，地表遍布形成於6-7億
年前的冰磧岩及其風化土壤，腐殖質異常豐富，生
態環境優良。與此同時，香木海所擁有的茶葉觀光
交流園、古法製茶廠、安化黑茶文化傳播展示中心
等完整產業鏈，無不厲行標準化、清潔化標準，始
終堅守 「從茶園到茶杯」的全程生態、安全之道。
2013年，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授予香木海
茶葉 「有機轉換產品」認證資質。

香木海始終堅守 「只做芙蓉貢山純料茶」、 「
把一杯好茶奉獻給世人」的執著之心，在 「品質為
王、茶湯至上」的國飲新時代，這些信念成就了其
金獎口碑。在譚偉中和香木海茶師的眼中，拼配不
在香木海製茶工藝所考慮的範圍之內。香木海各展
示行銷中心的茶，每一片都來自芙蓉山自有茶園；
純料賣完，寧可關門歇業。

古 法
安化黑茶的製作集紅、綠、白、黃、烏龍等其

他五類茶品之長，工藝極為繁複；同時，安化黑茶
是所有茶類中唯一的微生物發酵茶，製茶者須去名
利之欲、息奔競之心，以敬畏之情、專注之心傳承
古法，方可得上品。

為了掌握安化製茶古藝，譚偉中查閱了大量農書
、方志、譜牒等古籍文獻，並遍訪產茶諸省，遠赴印
度、斯里蘭卡、韓國、日本，和各地茶人交流茶技、
茶藝，虛心向微生物專家請教茶葉發酵技術。幾經輾
轉，他終於復原並創新了唐代以降幾乎失傳的安化黑
茶、紅茶、綠茶及白茶傳統製作工藝，熟練掌握了茶
葉製作中的微生物發酵工藝這個核心機密，獨創安化
黑茶 「四步發酵法」，並申請有關安化茶葉傳統製作
工藝及加工設備的發明專利30多項。凜遵古法的香木
海茶品，條索精潔，湯色明亮，甘爽綿滑，深得消費
者認同，有着極佳的市場聲譽。

安化黑茶香木海：

頂級黑茶不是鬥出來的

 

 

 

▲香木海在鬥茶比賽中獲冠亞季軍，左六為譚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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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基金會成立
吳仰偉陳統金等主禮 吳海鏞膺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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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為迎接2016年香港女童軍100周年慶
典，大型壁畫製作活動 「香港女童軍100周年壁畫製作
暨竣工典禮」於日前假香港女童軍總會舉行，過百位女
童軍於專業壁畫導師指導下完成大型手繪壁畫。該會十
分榮幸邀得香港女童軍總會香港總監李周美枝、副會長
暨前任香港總監邊陳之娟及孫鍾小芬、九龍地方協會榮
譽會長暨前任香港總監李張慧美、國際事務總監華姚潔
莉及壁畫設計者何鍶炘擔任主禮嘉賓，帶領完成竣工潤
筆禮，為女童軍100周年慶典活動率先熱身。

當日出席嘉賓包括香港女童軍總會名譽副會長陳明
耀及方劉小梅，副總監周綺雲、黃凱迪，助理總監曾結
盈、黃建雯、楊巧蓮，多位區總監及分區總監，場面熱
鬧。

活動主題為 「聯繫、增長、共創未來Connect，

Grow，Impact」，希望透過攜手製作100周年紀念，加
強參加者對公眾藝術的認識、提高視覺藝術修養，及凝
聚女童軍彼此關懷。

此外，活動當日上午，來自不同組別的女童軍隊伍
，包括快樂小蜜蜂、小女童軍、女童軍、深資女童軍及
樂齡女童軍齊集女童軍總會，現場繪製一幅3.8米高×
8.4米闊的大型壁畫。設計理念以 「四季常青的樹幹」
象徵香港女童軍永恆不朽，並利用樹葉帶出是次活動主
題。

竣工潤筆禮於當日下午舉行，為答謝各位嘉賓的熱
心支持，令活動圓滿舉行，香港女童軍總會香港總監李
周美枝及國際事務總監華姚潔莉致送紀念品給各主禮嘉
賓，完成的壁畫將會懸掛於香港女童軍總會大廈外牆及
總會大禮堂內。

【大公報訊】香港潮州商會日前邀請
到香港最受歡迎的金融評論家之一、商會
成員王冠一教授蒞會，就目前香港的金融
前景和發展趨勢進行專題演講。

會長張成雄致辭
商會會長張成雄介紹說，王冠一教授

是環球金融分析、外匯、股票及債券方面
的專家，擁有三十年的投資經驗，是在港
潮人，更是商會的驕傲。他指出，在國家
改革開放之中，香港一直擔當着對外聯繫
的重要橋頭堡角色，而香港的經濟繁榮、
社會穩定，需要繼續堅持背靠祖國、面向
全球的信念。

王冠一對有機會蒞會演講十分高興，
他說，2008年成立的 「王冠一財經頻道」
作為一個了解香港財經動向的渠道，受到
市民的歡迎，倍感榮幸。

他希望自己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見解和
分析，可以為同仁和鄉親提高認識香港經
濟發展前景提供有益的幫助。他特別指出
，在國家大力支持的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
」和 「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簡
稱 「一帶一路」的發展藍圖中，香港商界
可以發揮的作用非常大， 「一帶一路」貫
通亞洲、歐洲和非洲不同區域的經濟合作
走廊，促進沿線國家的共同發展，加強各
國在政經人文領域的合作，實現政策溝通
、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
相通，商界必須利用這個難得的商機，藉
此獲得發展。

張會長希望王冠一教授今後多來會與
同仁和鄉親交流，藉此鼓勵同仁和鄉親繼
續為香港的經濟繁榮作出貢獻。王冠一教
授高興地接受了邀請，並希望通過更多交
流，為同仁和鄉親服務。

出席座談會的該會首長、會員還有：
林宣亮、陳智文、黃書銳、高佩璇、蔡衍
濤、許學之、劉宗明、馬清楠、高明東、
陳捷貴、陳蕙婷、張俊勇、蔡少洲、林赤
有、周卓如、吳哲歆、黃進達、章曼琪、
林鎮洪、胡炎松、陳德寧、陳愛菁、張詩
培、陳澤華、馬照祥、林李婉冰、柯成睦
、魏偉明、陳森利、劉文文、羅永順、陳
欣耀、吳茂松、張少鵬、余秋偉、吳宏斌
、李志強、許禮良、林月萍、莊小霈、陳
建明、劉偉光等。

成立慶典在莊嚴的國歌聲中拉開序幕，逾600吳
氏宗親肅立行禮，歡聚一堂，同申慶賀。吳海鏞表示
，泰伯基金會原稱為 「泰伯獎學金」，是吳錦添宗長
與 「華夏吳氏網」於2013年8月共同發起創立，旨在
發動社會各界熱心人士慷慨解囊、奉獻關愛，支持清
貧的優秀學子完成學業，造福社會。他續稱， 「百行
孝為先」，禮讓尊賢而敬長、則孝行成至德、以此世
代相傳，宗親維繫世界情誼，用此和澤和融通，共建
大幸福樂土，希望宗親以致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眾志
成城讓基金會鑄造輝煌。

吳希民祝賀基金會成立
吳希民對泰伯基金會的成立表示祝賀。他相信，

該會在吳海鏞的帶領下，積極弘揚泰伯公 「謙讓開放
」的精神，大力宣傳至德文化，為吳氏、為至德的發
展產生積極作用。

吳榮華冀推動泰伯精神
吳榮華表示，泰伯基金會作為一個嶄新的平台

，推動海內外吳氏聯合起來共襄善舉；推動泰伯精
神、至德文化探研與傳承；推動吳氏文物搶救、保
護與恢復；團結泰伯後裔中懷德之士，促進各地宗
親互相扶助，為弘揚中華優秀文化貢獻出吳氏宗親
應有的力量。

吳立輝：用好每筆善款
副會長吳立輝指，天下吳姓一家人，泰伯基金會

的成立，是吳氏宗族的盛事。他感謝長期關心支持泰
伯基金會的社會各界人士。他承諾，必定用好每一筆
善款，在各界的監督下做到公開透明，同時銘記祖輩
恩德，繁榮昌盛吳族，為民族的復興大業貢獻力量。

泰伯基金會於2014年正式依法註冊，以 「孝德宗
誼」為宗旨。首長包括會長吳海鏞，副會長吳立輝、
吳炎逵、吳錦添、吳建渤、吳益勝、吳桂宣、吳鵬、
吳政軒、吳國榮、吳錫義、吳建忠等。

【大公報訊】九龍城區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慶活動委員會66周年國慶活動啟動禮，日前假海逸皇宮
大酒樓舉行活動報告會，並舉行國慶專題講座，揭開一
連串國慶活動序幕。

曹貴子讚揚活動多姿多彩
大會鑽石榮譽會長曹貴子致辭，讚揚九龍城區各界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活動委員會66周年國慶活動多
姿多彩，各界人士參加者眾，顯示九龍城區愛國愛港力
量壯大。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劉國強致辭，讚揚九龍城

區各界團結愛國的精神。劉國強並介紹祖國新貌，他說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的 「四個全面堅持」以及中央提
倡的 「一帶一路」新常態，是未來發展的好契機，大家
要抓緊商機。

大會主席朱蓮芬，副主席劉偉榮、李蓮、林雪梅、
丁健華、梁思韻等出席活動。專題講座由劉偉榮主持，
廣東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員朱元擔任主講嘉賓，參加者眾
，全場肅靜聆聽，獲益良多。

另外，大會秘書長潘國華介紹66周年國慶活動包
括國慶杯2015粵曲比賽、粵曲及折子戲欣賞會、電影
欣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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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泰伯基金會日前假九龍
灣百樂門隆重舉行成立典禮，中聯辦港島
工作部部長吳仰偉，九龍西潮人聯會會長
陳統金，九龍東潮人聯會創會會長陳汀洲
，世界至德總會會長吳希民，湖南省吳氏
會會長吳榮華，潮陽區區委統戰部部長吳
錫龍，潮南區區委統戰部部長蘇華渠，北
區區議會副主席侯金林等應邀主禮。吳海
鏞膺創會會長，他期望建立一個可容納各
界別的互動慈善平台，獎勵家貧的優秀學
子完成學業，造福社會。

▲王冠一教授（前排左六）、張成雄會長（前排左七
）等賓主合照

▲ 「香港女童軍100周年壁畫製作暨竣工典禮」 圓滿舉行，賓主合照

女童軍壁畫活動迎百周年

九龍城各界國慶活動啟動

▲九龍城區各界66周年國慶活動啟動禮

▲朱蓮芬（右四）、曹貴子（左四）、劉偉榮
（左三）、李蓮（左二）、林雪梅（右二）、
丁健華（左一）、梁思韻（右一），陪同劉國
強（右三）致送紀念品予主講嘉賓朱元（中）

▲泰伯基金會成立典禮，賓主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