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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记录历史，找到一份档案或相关的一系列档案，就可以揭开尘

封的往事，发现历史的印迹。这是一份1959年江苏省山区经济作物局

相关的档案资料。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宜兴茶与产业发展的珍贵见

证。该档案是《关于春期茶叶生产情况的报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

时的宜兴茶在江苏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比较突出的。透

过档案，我们得以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初宜兴茶产业发展历史及其优良品

质，似乎能感受到满目茶山那生机勃勃的春意。

一、育苗情况:全区春期茶叶短
穗扦插实际完成 4827 亩，内国营
710亩，相当于去年的总和。今年密
度每亩扦插短穂由去年8万株提高
到12万株，一般在15万株左右，高
的31万株，若以折合面积计算，全
区实际完成5362亩，比去年总和还
要多362亩。成活率平均在80％以
上，一般来说国营比较好，群营凡是
面积大，过去有基础的，一般都很合
乎规格，成活率也很高。宜兴县扦
插的茶苗成活率在 90％以上的有
2251 亩，80％—90％的有 258 亩，
70％—80%的有704亩，60％—70％
的 有 304.8 亩 ，50％ —60％ 的 有
118.8亩，30％—50％的有79.7亩，
30％以下的仅有58.2亩。

二、制茶生产情况:省分配我区
的任务为 6000 担，其中:宜兴 4200

担(内高级茶 100 担)，溧阳 600 担
(内高级茶50担，社渚320担，竹箦
180担)，金坛650担(专区农科所是
800担，内高级茶100担)，句容100
担，镇江250担。另外，溧水、高淳、
武进等县利用扦插的废枝，制粗茶
50担。不完整统计，到5月10止全
区生产茶叶1020担。最近省农林
厅召开的茶叶生产会议上，全省有
26 个茶叶品种参加评定，结果有
11 个向省委报喜中我区就占 9 个
(社渚农场和芙蓉农场的碧螺春已
赶上苏州震泽县的水平，专区农科
所的龙井已达到杭州的水平，芙蓉
寺的红茶为全省第一，宜兴茶场的
宜绿、红茶，高资茶场的炒青大家
也有好评。)已生产出的茶叶外形、
香味、颜色一般都很好。目前，我
们只要增添一些电动机、制茶机、

器材等设备将可超额完成任务。
三、夏季茶叶短穗扦插问题。

夏收夏种季节已经到来，劳力也随
之日益紧张，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已
与各县市农林局的负责同志进行研
究，夏季扦插搞1530亩。

总之，目前无论是茶叶生产或
是扦插任务都很艰巨，特别是采茶、
制茶任务所需要的劳力，各地已有
妥善安排，伙食补贴按照中央精神
参照本地实际情况大部都进行了照
顾。在采制茶过程中，金坛县曾发
动居民、学生帮助专区农科所解决
劳力不足的困难，并规定采100斤
茶叶补贴10斤粮。夏季扦插的准
备工作各地正在进行。

1959年5月19日
（编者注：文中芙蓉农场和芙蓉

寺，均指芙蓉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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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笔者查阅到一份与江苏省山
区经济作物局相关的档案资料：1959年
5月19日中共常州地委山区经济作物生
产办公室《关于春期茶叶生产情况的报
告》，该报告“主送地委，省林业特产局，
省山区经济作物局。抄送各县市农林
局”，落款时间压印“中共常州地方委员
会山区经济作物生产办公室”红色圆形
印章。文件2页，共印30份。

通过这份档案资料，我们可以了解
到相关的历史核心信息：新中国成立初
期宜兴茶叶发展。所涉机构：江苏省山
区经济作物局，所涉关键人物：张之宜。

江苏省山区经济作物局，
当年办公地点就在宜兴

新中国成立后，江苏省重视山区经
济的发展。为了发展宜溧山区的毛竹、
刚竹、茶叶、蚕桑生产，1958年1月江苏
成立了“江苏省山区经济作物管理局”
（本文简称江苏省山区经济作物局），属
于江苏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机构，由时
任分管农业的副省长韦永义兼任局长，
张之宜、姜文章、张志强任副局长，机构
办公地点位于现宜城街道五星电器（宜
兴店）地块（人民中路195号）。1960年
2月该局撤销，其业务由江苏省林业厅
管理。

贯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工作要求，
常州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中共常
州地委山区经济作物生产办公室。宜兴
也成立了山区经济作物局。

江苏省山区经济作物局从成立到撤
销，时间不长，但对宜溧山区的开发、对
宜兴林茶果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张之宜考察后建议：
宜兴应在江苏率先发展茶叶生产

时任江苏省山区经济作物局副局长
的张之宜，与宜兴有着不解之缘。张之
宜是溧阳人，他于1940年率一批党政干
部奔赴太滆开展工作，1942年底任宜兴
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5年 3月—9
月任宜溧县县长。1940年至1949年宜
兴解放，张之宜在宜兴战斗10年时间，
担任了种种重要职务，为革命、为宜兴的
解放出生入死，受过重伤。新中国成立
初期，张之宜任苏南行署秘书长，江苏省
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等职。

1958年4月，阳羡茶场在江苏省山
区经济作物局以及张之宜的关心下开始
筹建，定址湖氵父的羊岭山麓。阳羡茶
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属江苏省
农林厅国营农场管理局，1974年4月划
归宜兴，成为宜兴县（市）属国营场圃。
2002年阳羡茶场在拍卖中成为民营茶
场，2016年更名为宜兴市阳羡茶业有限
公司。

阳羡茶场，当初为什么选址宜兴湖
氵父的羊岭山麓？原因之一是张之宜了
解宜兴，了解湖氵父，认为这个地方适宜
发展茶叶。

1957年底张之宜到宜兴考察工作
时，向宜兴县委提议：宜兴山清水秀，应
该在江苏率先发展茶叶生产。这一提议
得到了宜兴县委的重视与积极响应，开
始筹划茶场的建设事宜。

荒山变茶场，
江渭清盛赞“了不起”

说来也巧，当时上海警备司令部有
一批军官即将转业，华东局领导要求他
们集体转业，到地方去干一番事业，闯出
一片广阔的天地。江苏省农林厅得知这
一消息后，立即派人到上海进行沟通，双
方一拍即合：到宜兴创业，在茶叶生产上
开创一片新天地。

张之宜亲自带队，将108位转业军
官送到宜兴，临时安顿下来。宜兴县委
当即作出决定：成立“阳羡茶竹良种推广
场”，组成宜南山区考察队先后到洑东、
湖氵父等地，对地理环境、土质等进行考
察，选址建设茶场。

经过考察，湖氵父羊岭这片山地三面
环山、地势坐北向南，坡度较小、土层深
厚，有1万亩左右的荒地可以利用。考
察队发现这里的野山茶叶片翠绿，油光
发亮。随行的一位茶叶科技人员兴奋地
介绍：野山茶长得这么好，说明这里的土
质、这里的环境十分适合茶叶生长。这
片土壤属于红黏土，pH值在6.5—6.8之

间，偏酸的土质适宜茶树生长。根据考
察结果，新茶场就定址在这片充满希望
的荒地上。由此，这里掀起了轰轰烈烈
的建设热潮，逐步发展为宜兴茶叶生产
的重要基地。

在这样荒凉偏僻、水源缺少的地方
办茶场，难度可想而知。而且这一时期
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歉收，粮食供应
不足。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08人分成两队，一队负责搭建茅
屋、解决栖身之所，另一队人马在露天里
搭建了几个工棚，打造铁耙、庄锄、撬棒、
二虎（一种工具）等开荒锄地用的工具。
有了工具，全场200多个劳动力一起开
荒种地。当时场里有一台拖拉机，为了
完成上级下达的当年开垦任务，这批拓
荒者靠人力、借助这台拖拉机，把土壤粗
略翻了个身，播下了从安徽祁门调拨来
的槠叶种茶籽。1958年拓植茶园100
多亩，跨出了茶场建设第一步。当年还
划进湖氵父高级社的2个生产队以及这2
个生产队的荒山荒地和山林山地，增加
了土地面积和场部人员。

经过江苏省山区经济作物局技术人
员和南京林学院师生的地形测绘与设
计，1959年1月19日正式宣布建场。为
了集中精力专门办好这个茶场，江苏省
农林厅决定把省庄作为毛竹良种试验基
地，把“阳羡茶竹良种推广场”更名为“国
营阳羡茶场”。

阳羡茶场当年新拓植茶园731.4亩，
育茶苗48亩，当年年底有234亩茶园做
到了一年成园，316.4亩一年基本成园，
181亩缺株率较多；拓植果园426亩，种
玫瑰8亩。茶场还种三麦、水稻、山芋、
花生……粮食、油料基本实现自给；此外
还抚育竹园、种植药材、西瓜；圈存猪牛
羊，饲养家禽等等。国家投资11566.51
元，茶场生产收入实现48278.74元。

1959 年底阳羡茶场有 133 户 427
人。开荒者怀着坚强的意志，在这片荒
地上渡过了最为困难的一段时间。这段

不同寻常的创业史，让后来者钦佩，着实
催人奋进。

阳羡茶场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
的。创办初期正值大跃进，为了“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同时由于时间紧、人手
少，翻土时没有捡除的茅草根第二年春
风吹又生，长长的茅草影响了茶树的生
长。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开荒者采取
易垦山地先开垦的战术、没有严格按技
术标准拓植茶园，因缺乏肥料，播种前与
播种后没有施肥，一批茶树变成了不发
棵的僵苗。

为了加强阳羡茶场的技术力量，
1961年9月，宜兴县里将毕业于原宜兴
农林学院茶叶专业的李令怡等一批毕业
生分配到茶场。身处火红的年代，这批
充满创业激情年轻人、茶场为数不多的
茶叶专业技术人员，与阳羡茶场的职工
一起，加强茶树管理、改良茶园土壤、开
展科技实验……经过几年的努力，茶苗
焕发了勃勃生机，良莠不齐的茶垅变成
了一条条翠绿色的长龙。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时任江苏省
委书记的江渭清到阳羡茶场视察，对茶
场的干部员工说：你们用短短的几年时
间，把一片荒地建成一个上规模、上档次
的茶场，了不起！赞叹之余欣然命笔，题
写了“国营阳羡茶场”六个大字。

江苏省山区经济作物局撤销后，张
之宜先后任江苏省林业厅副厅长、江苏
省林业特产厅副厅长、江苏省农林厅副
厅长。期间，他一直关心和支持阳羡茶
场的建设，帮助茶场解决了许多发展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档案表明宜兴茶品质优良，
当时红茶评比全省第一

宜兴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名茶产区。
近代以来受战争、灾情等影响，宜兴茶园
十分萧条。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
宜兴茶业，在江苏省山区经济作物局的
指导和帮助下，确立了“发展国营茶场，

当时建立茶叶生产样板，培养技术力量，
繁殖茶树种苗，取得经验后逐步扩大，以
国营带动集体，由点到面，相对集中发展
茶叶生产”的发展战略。

1952 年—1958 年，宜兴先后建成
宜兴茶叶实验场、芙蓉茶场、阳羡茶场、
宜兴林场、大贤岭林场5个国营茶(林)
场，其中宜兴茶叶实验场、芙蓉茶场、阳
羡茶场主营茶叶，宜兴林场、大贤岭林
场兼营茶叶。建设国营场圃是新中国
成立后宜兴茶叶发展迈出的第一步，阳
羡茶场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建设起来的
国营茶场之一。

再来看看这份珍贵的档案，该份
《关于春期茶叶生产情况的报告》，不足
2页纸的报告，5处讲到了宜兴，其中芙
蓉茶场的“碧螺春已赶上苏州震泽县的
水平”，芙蓉茶场的“红茶为全省第一”，

“宜兴茶场的宜绿、红茶……也有好评”
等等，都是肯定宜兴茶叶品质的文字表
述。全省分配常州地区的茶叶生产任
务为6000担，其中：宜兴4200担。我
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宜兴茶叶在常
州、乃至江苏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是比较突出的。这也是这份档
案的珍贵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该报告处于大跃进
时期，内容能突出实际工作，文字表述语
气平和，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这里，笔者还要对档案中涉及宜兴
建置沿革作一诠释。

《宜兴县志》载：1949年4月，宜兴县
属华东军政委员会苏南行政公署武进行
政区，6月改属常州专区。1953年1月
属苏州专区。1956年2月属镇江专区。
1958年8月镇江专区机关迁至常州，改
称常州专区。1959年9月专区机关迁回
镇江市，仍称镇江专区。1967年3月改
称镇江地区。1983年起，属无锡市。

这个文件的落款时间是1959年 5
月19日，恰逢1958年—1959年9月宜
兴属常州专区，反映了宜兴建置沿革中
一个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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