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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源头羊楼洞古镇茶旅游
开发及利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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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羊楼洞古镇作为万里茶道源头，生态环境优越、砖

茶文化底蕴深厚、民俗文化璀璨、非遗手工技艺丰富，旅游资

源独特丰富，开发价值巨大。本文通过对羊楼洞旅游资源概况

实地调研，借鉴其它成熟优秀景区保护、开发、管理的经验，

结合羊楼洞旅游开发自身特点，从旅游规划、景区建设、产品

开发、人才培养、景区管理维护等方面，提出了系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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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源头羊楼洞古镇茶旅游
开发及利用建议

一、羊楼洞茶文化的历史及其开发现状

羊楼洞古镇始建于明万历年间，距今 400 多年历史，明代

中叶当地就开始加工“帽盒茶”转运蒙古，明代以后，两湖茶

逐渐取代川陕茶，远销蒙古和新疆，为便于长途运输，明代即

有制作茶饼者，到 19 世纪中期制茶技术有所改进，由制茶饼改

为制砖茶，以手操作压成青砖，青砖茶便诞生了。

古镇的历史发展始终围绕着“茶叶”展开，明清时期便因

砖茶闻名，成为国际名镇，俗称“小汉口”；道光四年（1825），

大批广东茶商前后涌入羊楼洞采制红茶，红茶的发展带动整个

砖茶业的发展，羊楼洞产业趋向手工业转移；鸦片战争后，中

国被迫五口通商，充当洋行买办的粤商纷纷涌入羊楼洞收购红

茶，促进了当地红茶生产。光绪年间，羊楼洞各种茶场多达 200

家， 羊楼洞成了湖北砖茶的集中产地，一直延续至日本侵华战

争时期，羊楼洞是湘鄂赣交界府县最著名的茶叶加工集散中心；

1937 年爆发日本侵华战争，茶叶市场急剧萎缩,羊楼洞茶区茶

厂、茶坊被大量破坏，古镇经济遭遇重创；直至 1953 年，当地

政府将羊楼洞茶庄整体搬迁到赵李桥镇，羊楼洞茶业进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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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古镇盛衰沉浮的发展中，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至今在集镇中心仍然比较完好地保存着明清时期的青石板商业

街，集镇四周昔日茶庄的遗址比比皆是。据说，因羊楼洞砖茶

是以观音泉、石人泉、凉荫泉三条泉水制成，故其正面被压上

“洞茶·川”字样，这便是这一著名的商标的由来。此说虽无

法考证，但据史料记载，晋商中凡是带有“川”字的商号，无

不与经营“洞茶·川”牌砖茶有关，如著名的三玉川、巨盛川、

大盛川、大川昌、长裕川、长盛川、长顺川、长源川、晋裕川、

宏源川、长谷川、宝聚川、聚兴顺等。民国时期，羊楼洞村最

盛时有茶叶加工作坊和茶庄、钱庄 100 多家，人口达 4 万余人，

美、英、俄、德、日等国商人竞相在此办厂制茶，主要出产砖

茶、米砖茶、红砖茶等，年出口价值白银 1500 多万两。

2015 年 3 月 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

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

景与行动》，羊楼洞古镇作为万里茶道源头之一，必将在“一带

一路”中扮演重要角色。

羊楼洞砖茶文化遗产极为丰厚，极具开发价值。从下表可

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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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羊楼洞地区生产茶类

时 间 茶叶种类 原料 销售地 原料产地 茶商

明朝中期 帽盒茶 老青茶 边疆 羊楼洞 晋商

清光绪、宣统年间 绿茶 嫩茶 国内 羊楼洞

沪商

津商

汉商

19世纪 20年代 红茶 细茶叶 英国 羊楼洞 粤商

咸丰末年

（1854-1861年）
青砖茶 老青茶

蒙古

西伯利亚
羊楼洞 晋商

约 1863年 米砖茶
红茶片

末茶
俄国、新疆

羊楼洞

湖南
晋商

约 19世纪 70年代 砖茶 老青茶 俄国 羊楼洞 俄商

（张帮晋 参照《洞茶与洞商人》整理）

因羊楼洞地区环境优美，茶叶品质好，引大批文人墨客提

笔赋诗，来寄托自己对羊楼洞美景好茶的喜爱。蒲圻贡生周顺

倜作《莼川竹枝词》：“三月春风长嫩芽，村庄少妇解当家。残

灯未掩黄粱熟，枕畔呼郎起采茶。”，来描述当地茶农起早采茶

的情景；清代诗人罗厚瀛游羊楼洞，观温泉、品好茶后，作《咸

宁竹枝词》：“□屋青帘百户烟，金山山下有温泉。东关楼阁西

河市，最好茶歌谷雨前”，以示情趣。

茶歌在每个茶区都不缺少，羊楼洞更不会例外。如劳作时

候，来一首《采茶歌》：“头遍采茶茶发芽，手提篮子头戴花，

姐采多来妹采少，采多采少早回家。二遍采茶正当春，采罢茶

来绣手巾，两头绣个茶花朵，中间绣个采茶人。三遍采茶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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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丢了茶筐去插秧，插得秧来茶要老，采得茶来秧要黄”，以

解疲劳；美丽的羊楼洞茶乡也诞生美好爱情，《床头开着茉莉

花》：“去年同哥吃杯茶，香到今年八月八，不信哥到妹家看，

床头开着茉莉花”，便是描述羊楼洞男女间爱慕的茶歌。

鉴于羊楼洞在世界茶叶加工和贸易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

地位以及丰厚文化遗存，2010 年，国家住建部、文物局授予羊

楼洞“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13 年，国家质检总局批准

“羊楼洞砖茶（洞茶）”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3 年，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赤壁市·中国青砖茶之乡”称号；2014

年，农业部将“羊楼洞砖茶文化系统”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同年文化部将传承着羊楼洞砖茶制作工艺和文化的

“赵李桥砖茶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2015 年第六届国际茶业大会在赤壁市召开，羊楼洞被授予“世

界茶业第一古镇”荣誉称号；2016 年羊楼洞作为“万里茶道”

重要节点加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同年卓尔文旅集团和赤壁

市政府签订“卓尔·羊楼洞古镇旅游投资开发”项目，拟投资

约 20 亿元，将羊楼洞古镇、万亩茶园、知青茶厂、松峰山、松

峰港河、王家山水库等规划区域打造成为国内外最具代表性的

禅茶古镇系列景区，重塑羊楼洞万里茶道昔日辉煌，并通过旅

游产业带动美丽村居建设，引导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繁荣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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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羊楼洞古镇茶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配套没施不完善、民众保护意识薄弱。如景区

厕所、停车场、饭店、住宿等基本设施数量较少。住宿餐饮只

有“洞天福地”一家酒店配套完善，但距星级酒店还是有相当

的差距，比如环境较潮湿，还有停水现象。羊楼洞主街上零星

有一些饭店，但菜品较为单一，饮食卫生也不理想。公共厕所

更是紧缺，仅古街入口处有一明显标识。主街路边便是集市，

行人车辆错杂，车辆大多直接停在路边。更有不少传统建筑年

久失修，没有及时保护，或是当地村民私自改建为新式楼房，

破坏古镇整体风貌。自来水入户后，松峰港水质恶化，也时有

垃圾漂浮。

（二）缺乏引导和宣传。相比普洱、安化茯砖等黑茶，羊

楼洞砖茶的知名度较低必然影响其市场份额，鉴于此，羊楼洞

砖茶及洞茶文化还需大力宣传，提高知名度。

与国内知名文化旅游产品相比，羊楼洞古镇路线规划还不

够清晰完善。仅在 107 国道近羊楼洞村入口几公里处有个立牌，

而在入口处却没有醒目指示牌，道路转弯处较多，也缺少指示。

旅游线路规划较乱，没有清晰脉络和导游指引，游客往往就走

马观花，拍照留念离开。缺乏专业的导游进行讲解和引导，使

游客无法深入体会洞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旅游产品单一、内涵浅显。羊楼洞目前还主要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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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旅游为主，以明清古街、民居建筑、茶园风光、红色革命遗

址为核心元素，历史文化特征、人居文化特征和传统特色价值

等个性特色体现不出来，旅游经济效益较低，而文化体验产品、

审美修学旅游产品、融入洞茶文化的文创产品等高价值、高吸

引力、高回头率的产品还较少，有待进一步开发。

三、羊楼洞古镇茶旅游开发及利用对策

（一）明确核心驱动，打造茶旅小镇。洞茶文化是羊楼洞

小镇最具特色的核心旅游资源，应以洞茶文化为中心，依托保

存较为完好的传统建筑，展示洞镇砖茶文化发源、发展和传播，

恢复砖茶非遗制作技艺并开发体验式旅游项目，让游客体验和

传播洞茶文化。同时辅以生态资源、传统建筑、民俗文化、红

色革命文化等旅游要素，打造特色茶旅小镇。

（二）政府统筹规划，明确开发主体。羊楼洞文化旅游资

源分布零散，整合度低，需要政府统筹规划，提升品牌影响力。

旅游开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需要确定开发主体，也是所有工

作的重中之重。

目前，卓尔文旅集团已经与赤壁市政府签订“卓尔·羊楼

洞古镇旅游投资开发”项目， 政府应借此机会统筹规划，确定

以卓尔文旅集团为开发主体，采取经营权转让、特许经营、合

资合作、租赁等方式，积极吸引各方投资者参与到景区开发建

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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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基建进程，建设智慧景区。引入“互联网+”的

理念和相关技术手段，使景区在实现精确管理、营销、个性化

服务和应急保障等方面实现智慧化。主要有以下措施：一是加

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设景区门户官网和微信公众号，推送

景点景色、在线咨询、订票、节日活动等信息。建立 VR 虚拟

景区，让游客可以通过网络预览景点。设置自助服务机，提供

门票购买、景点一键获取至手机等定制服务。二是设置景区检

测管理系统。通过摄像设备，对景区进行 24 小时全方位监控，

提高文物保护监控力度和游客安全性。设立景区人脸识别、旅

游产品数据统计平台和游客反馈机制，对游客消费偏好分析，

以便改善产品质量。三是设立运营调度中心。实时监测，灵活

指挥调度，应对突发情况。

（四）深挖文化内涵，开发旅游精品。深度挖掘洞茶文化

为核心的旅游资源，着力打造四类旅游精品。一是生态旅游类：

沿“老知青—大屋游—洞天福地”线路，新增茶园，恢复松峰

山等山坡茶园，使羊楼洞茶园连成片，营造茶乡氛围；打造“羊

楼三泉”产品，开发相关饮用水产品；打造采摘园、荷花池、

粮食地、农耕体验等旅游项目；打造马家峒休闲观光景点。二

是古建筑类：聘请相关专家还原古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重点

保护和开发明清古街、茶行屋、将军庙、宗族住宅等。如邓家

老屋、雷家大屋为代表的保存较好的进行养护和轻微修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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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古街残砖断瓦要根据专家方案进行恢复。三是文化传承类：

在“洞天福地”内建立“宗族文化展览馆”，收集羊楼洞宗族文

史资料，展示羊楼洞宗族发展及茶叶贸易变迁；通过政策扶持，

鼓励当地村民经营，以手工茶现场制作、竹艺编织、茶诗词歌

谣、地方特产等为主要卖点进行古街统一规划，打造“明清古

街-非遗文化传承街”；建立“洞茶传习所”，为游客提供茶叶从

采摘—制作—品饮一条龙亲身体验，并提供茶文化知识讲解和

咨询，引导游客亲身体验，以体验旅游的模式体验羊楼洞茶叶

生产，传播羊楼洞茶文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七预备医

院处，增加红色革命文化介绍区。四是文创产品类：以羊楼洞

传统砖茶制作工艺制作砖茶产品，并恢复帽盒茶包装，以竹篓、

笋叶、粽叶等进行包装；对松峰茶、花茶、糖茶、竹制品等进

行深加工；创意制作羊楼洞景点挂件、羊楼洞民俗故事漫画、

羊楼洞明信片、羊楼洞景点盖章本等推向市场。

（五）培养专业人才，调动村民热情。通过人才引进和人

才培育机制，着重引进高水平的行业规划人才、企业营销人才、

活动策划人才、旅游服务人才等，并健全人才保障制度。

与地方高校合作办学，建立人才储备基地，培育专业导游。

并通过导游大赛、高校专业技能大赛等活动，不断提高导游的

服务水平和档次。积极征集当地居民对旅游项目和设施开发建

设方面的建议，引导当地居民参与规划和建设，调动村民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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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明清古街商业规划中，保持传统的“前店后宅”。商铺分成

上，给当地居民“股权+分红”的利益分配形式，让他们继续砖

茶、竹木、食品等手工制作、售卖，活态传承非物质文化手工

技艺，提高当地居民归属感。

（六）整合区域资源，优化旅游路线。羊楼洞的旅游开发

应与周边景区进行优势整合，打造生态人文旅游整体印象。区

域路线如下：一是与“三国赤壁古战场”、“陆水湖”、“龙佑温

泉度假区”等景点对接，丰富旅游内容；二是与新店码头的古

茶道线路对接（新店码头是羊楼洞货物吞吐重要码头，至今还

保留着古街道和码头）；三是与龙窑山、马家峒、佤瑶山等地古

瑶文化遗址、古茶道、古茶园、自然风光等对接，开发“重走

古茶道”旅游路线；四是与江西修水红茶产区、湖南羊楼司等

和羊楼洞茶叶生产加工紧密相关茶区对接，合作打造区域茶旅

游路线。

（七）优化宣传策划，吸引旅游流量。加大网络与新媒体

方式宣传力度，构建网站、微信、广播电视网络相互协同，线

上宣传与线下主题活动共同发力的立体化网络宣传矩阵，吸引

游客。一是政府推介：在大型会议和对外活动中，积极推介羊

楼洞茶旅小镇。定期牵头举办“羊楼洞茶文化节”，引导企事业

单位、市民等参与。鼓励旅游企业加大宣传投入。区域联合宣

传：加强与周边省市及旅游热点城市信息共享互帮，景区互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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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动意见。二是网络宣传：除微博、微信公众号、携程等

平台宣传，还应结合热门的宣传平台，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媒介宣传。通过羊楼洞智慧景区和网络数据的收集，分析目标

群体特点，进行创意构思，引爆品牌。三是加强活动策划：除

“羊楼洞茶文化节”、“羊楼洞元宵灯会”等项目外，可增加“羊

楼洞手工制茶技能大赛”、“采茶节”、“羊楼洞旅游小姐大赛”、

“羊楼洞民俗文化节”、“红色文化节”等活动。及时更新节目

内容和形式，保持新鲜感和创意性，提高并保持景区热度。

课题组组长：赖建东

课题组成员：定光平 杨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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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市委常委、副市长，市人大、市政协领导，高新区主任

省社科联、省社科院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委政研室、市政府研究室

各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本会主席团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