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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一辆冷链运输车稳稳当当地

停在四川唐玖珑食品有限公司内，身着统一

服装的工作人员不停地将包装好的红糖糍粑

半成品往车内“转移”，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

象。拿起一包红糖糍粑，四川唐玖珑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唐冲笑着说道，“这一车共有

20 吨，马上将被运往上海，销往各大酒楼、火

锅店。”

别以为“隐形冠军”都是工业企业或高科

技企业，这家位于彭州市丽春镇的食品公司

成立于 2016 年，主打传统糍粑的工业化研

发、生产加工、销售。在不到 3 年的时间内，该

公司生产出的糍粑系列产品，已经打通销往

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餐饮渠道，直供各大知

名酒店、火锅店等，成为四川小吃界实打实的

“隐形冠军”。

用遍几十种糯米、自创生产机器
只为还原传统糍粑味道

能够获得全国知名酒楼和火锅店的青

睐，这家公司生产出的糍粑有什么不同？当记

者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唐冲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笑着端出了一盘刚出锅的红糖糍粑。

热气腾腾的糍粑泛着诱人的金黄，在红

糖汁和黄豆粉的衬托下更显可口。一口下去，

黏稠的红糖包裹着香浓的黄豆粉味道立刻在

嘴里散开来。看见记者脸上满足的神情，唐冲

这才缓缓开了口，“作为小吃，消费者的口感

就是最好的考核标准。还原大家记忆中的糍

粑味道，才能让众多好吃嘴满意。”

在四川餐饮界，唐冲也是鼎鼎有名的人

物———师从川菜掌门大师肖见明；在当年成

都餐饮“扛把子”———银杏川菜酒楼主政凉菜

20 余年；获得“川菜金牌大师”称号。可对川

菜有着极深研究的他，却对家乡的小吃糍粑

有着独特的兴趣。

唐冲是四川安岳人，在他的记忆中，过年

打糍粑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集体活动。唐冲回

忆，每到过年时，一声“打糍粑喽”之后，院子

里便热闹了起来。大人们拿起木棒，小朋友们

则围在石臼旁，将蒸熟的糯米一下下“打”成

糍粑。而将煎炸好的糍粑裹满红糖汁和黄豆

粉，则寓意黄金满地贺新年，来年更是丰收

年，“川菜主麻辣，而糍粑软糯香甜，两者的特

性是最好的绝配。尤其是在外地，如果能吃上

一口家乡味道的红糖糍粑，那种记忆中的幸

福感就是我一直追求的！”

传统的糍粑制作工艺繁琐且纯手工，为

了让机器生产出手工糍粑的味道，当了 20 多

年厨师的唐冲不断地做实验，几乎用遍了市

面上能买到的几十种糯米，最终锁定了产自

东北的一款有机糯米。

这还不够，市场上现有的机器并不能

“打”出传统手工的口感，怎么办？自己研发！

白天在酒楼上班，晚上下班后就到“实验室”

里看图纸，买回一堆零件“鼓捣”机器。唐冲回

忆，那时的“实验室”仅十几平方米，而自己经

常一待就是一晚上。对于糍粑的专注终于让

他研发出了一款独一无二的生产机器，在如

今的生产车间内仍在使用。

不断改良升级制作技艺
“要让全世界尝到中国味道”

“这已经是我们的第三代产品了，比以前

的更容易储存和运输，也更好加工！”在如今

的四川唐玖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

间，生产、包装、运输，各个流程都在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唐冲告诉记者，车间现在共有 3 条

生产线，如今每天生产糍粑要消耗一万斤以

上糯米，而该公司生产的红糖糍粑也已经卖

到了全国，除了受到四川本地人的喜爱，在小

吃众多的广州和江浙一带也极受欢迎。

“要在江浙一带拿下市场并非易事，很多

人一开始对红糖糍粑的态度是不认可的。”回

忆起 2013 年第一次到上海去推销红糖糍粑，

唐冲有些感慨地说道，“那时可真是碰了一鼻

子灰。”

原来，上海一带尽管喜甜食，但小吃众

多，且对于闻所未闻的红糖糍粑更是无人问

津，想要“入驻”当地酒楼实在是一件难事。尽

管市场并不景气，但他仍不断地将自己的产

品带到当地去，并根据当地消费者的反馈，在

糍粑制作技艺和配料研发上不断进行改良升

级，“如今我们生产出的红糖糍粑除了口感、

卖相好，还极大地提高了储存期限，冷冻环境

下可储存一年，全国各地的订单都排队来，一

单就是上万吨。”

长条形、圆柱形、心形……形状各异的红

糖糍粑也开始被生产出来，唯一不变的是红糖

糍粑的传统味道。唐冲介绍，现在公司还可以根

据顾客的需求定制糍粑，越来越多的新品种也

正在开发研制中，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上，推

陈出新也是该公司一直在做的事情。

“四川省已经提出‘振兴川菜’，以火锅为

代表的四川特色餐饮也已风靡世界，下一步，

我们还要进一步改良糍粑的生产工艺，改进

包装以便于运输储存，让它的风味能保存得

更好，让它能走得更远，希望通过我们的努

力，让这道家乡小吃走出国门，让全世界都品

尝到地道的四川味道！”唐冲说道。

(陈泳 祝箫 文 / 图)

四川中医药产业形成“一
干多支”发展格局 2018 年
主营业务收入超 570 亿元

近日，由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天府中药

城联合主办的“2019 年中国中医药产业创新大

会”在四川省彭州市召开。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翟刚在会上

推介了四川省中医药产业。他说，四川地处青藏

高原向东部平原过渡地带，地貌类型复杂多样，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中药

材资源，形成了宝贵的资源库。作为四川的传统

优势产业，中医药产业已经在去年被纳入“5+1”
现代产业体系进行重点培育。

翟刚介绍，当前，四川已基本形成“一干多

支”的中医药产业发展格局，成都和天府新区重

点发展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与高端发展的产

业；成都平原地区重点发展现代中药制造和中

医药健康衍生品规模化发展产业；中东北地区

重点发展中药精深加工多元化发展产业；川西

高原及民族地区重点发展民族中(藏)药和天然

植物提取产业。此外，四川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和政策的引导作用，全方位支持中医药产业发

展。 渊辛华冤

今年来已有 5 家川企挂牌
上市 均属“5+1”现代产业
体系重点产业

6 月 10 日，记者从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财金协调与融资担保处获悉，随着大力开展企

业上市梯度培育，以及重点上市和挂牌后备资

源库完善，今年以来四川省企业上市步伐明显

加快。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金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天味食品集团、四川福蓉科

技股份公司和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 5 家企业已通过 IPO 审核并挂牌上市。截至

5月 31 日，在审川企合计 9 家。

已通过 IPO 审核并挂牌上市的 5 家川企

分属食品饮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

都属四川构建“5+1”现代产业体系的重点产

业。

9 家待审核企业分别为成都燃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

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英

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成

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 家待审核

企业中，申请主板首发上市企业 1 家，申请中小

板首发上市企业 2 家，申请创业板首发上市企

业 4 家，申请科创板首发上市企业 2 家。

渊朱雪黎冤

我国新一代“人造太阳”
进入全面工程安装阶段

6 月 5 日，伴随着主机线圈系统的交付，位

于四川成都的我国新一代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

“中国环流器二号 M”的全面工程安装拉开序

幕。

核聚变产生能量的原理与太阳发光发热相

似，因此在地球上以探索清洁能源为目的的可

控核聚变研究装置又被称为“人造太阳”。

“中国环流器二号 M”是我国新一代的可控

核聚变研究装置，由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

研究院承建，是开展聚变堆核心技术研究的关

键平台。

6 月 5 日下午，在“中国环流器二号 M”装

置的建设现场，由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

公司制造的该装置主机线圈系统正式交付，这

也标志着“中国环流器二号 M”装置的全面工程

安装拉开了序幕，安装工作由华西集团四川省

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承接。

据介绍，主机线圈系统是该装置的核心部

件之一，该系统中心柱的研制是最具挑战性的

任务之一，其由 20 组环向场线圈中心段组件和

中心螺旋管线圈装配而成，总体重量约 90 吨。

该中心柱制造难度大，工艺精度要求极高，在高

冲击载荷条件下其运行寿命要求不低于 10 万

次。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刘永说：“与国

内同类装置相比，‘中国环流器二号 M’装置采

用了更先进的结构与控制方式，等离子体温度

将有望超过 2 亿摄氏度，该装置将为我国参与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相关实验与运行以及未来

自主设计建造聚变堆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渊李华梁 谢佼冤

威 202 井区中心站获评
“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近日，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蜀南气矿

威远采气作业区威 202 井区中心站喜获“全国

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殊荣。据悉，该站建站 4
年来立足威远页岩气区块开发建设和班组管理

实际，致力于将“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创建工

作作为青年参与安全生产管理的一种有效形

式，通过组织开展隐患大排查、应急演练、青工

劳动竞赛、“识风险、写风险、控风险”青工岗位

讲述等活动，强化青年员工安全意识，持续提升

青工应急处置能力。 渊黄斌 黄孟霓冤

姻 康锦谦

在端午佳节来临前，家住四川甘孜藏族自

治州康定市的藏族小伙阿拉提前好几天就开

始策划节期促销方案。他的网店拥有数万粉丝

的关注，藏区特色的手工牛皮本、原石项链、酥

油茶铜壶等通过互联网销售到全国各地。

阿拉的妻子蔡赫是河北姑娘，毕业后在成

都武侯祠附近一家藏族文化店工作，偶然认识

了阿拉，夫妻俩一起开了一家名为“老头子和

老婆子的藏缘店”的网店。“我与丈夫一起开网

店的初衷，是让更多人对藏族民族文化有所了

解。”

近年来，随着藏区与外界经济、文化的交

往日益密切，和阿拉一样积极运用互联网、通

过电商致富的藏族群众已不在少数。

藏族女孩叶琳拉珍从小在四川省甘孜州

道孚县长大，目前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负责

人，专门对销售甘孜本土物产的电商品牌进行

推介。她说：“甘孜州的电商越来越多，将带动

优良产品走出去，也能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

据介绍，甘孜州特产丰富，雅江松茸、得荣

树椒、炉霍雪域俄色茶、康定芫根、稻城藏香猪

等特产品质优良，但很多外省的人却不知道。

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藏族年轻人

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通过各种方式将藏文化、

藏区特产介绍给外界，社交网络、互联网电商

也日益融入藏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蓝天白云、高山花海，加上浓郁的嘉绒藏

族风情，让一名原本普通的藏族姑娘成了“网

红”。这位“嘉绒姐姐阿娟”在网上“火了”以后，

通过视频直播把家乡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小金县四姑娘山镇产的虫草、松茸、牦牛

肉、苹果、野菜干等推向全国。2018 年全年销

售的当地农副土特产总金额超过 300 万元，村

子里不少贫困户因此脱贫。

甘孜州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副局长王华东

介绍，甘孜州 2018 年与京东、天猫、顺丰等平

台签署农村电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借助大平

台，将高原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乃至全球。“随

着藏区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电子商务或成为

加速藏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姻 本报记者 张建忠 樊瑛 摄影 耘滔

“古有陆羽写茶经而走四方，今曾福银传

茶艺也四方走。”这是中国反正书法家李营为

曾福银所作题赠。曾福银从事茶文化传播 15
年，常年深入全国著名茶区进行交流学习，尤

其擅长对名茶及紫砂壶的研究。渊博的茶艺

知识、严谨的实操训练、风趣的教学语言，丰

富的茶文化类教学经验,让他深受学员喜爱。

进行茶文化公益讲座
深受学员的广泛喜爱

15 年来，接受曾福银茶文化教学的受众

学员达 2 万人，其中，80 多人取得茶艺师技

师证，1000 多人取得高级茶艺师证书，2000
多人取得中级茶艺师证书。他还长期为学员

提供后续咨询服务，扶持学员自主创业，实现

成功就业。

自 2005 年以来，曾福银常年受聘于成都

市就业创业培训指导中心、成都大学旅游学

院、成都托普学院、成都益成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他还担任成都大学创客中心茶产业创就

业指导老师、茶产业人才孵化研究员、四川师

范大学茶艺师选修指导员。

2009 年以来，曾福银发起创立成都市一

杯茶文化传播中心、成都市一杯茶文化传播

研究基地、成都市一杯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并多次进行茶文化公益讲座。

2018 年开始全面主持成都民兴劳动职

业技能培训中心、成都民兴劳动职业技能培

训中心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工作。

茶文化主要事件纪实
深受媒体的广泛传播

2006 年至 2011 年，曾福银在成都市就业

局、成都市就业训练中心开发茶艺师专业学

习，2007 年，取得国家级茶艺师考评员证书，

并主讲茶艺师课程，成为成都市就业局茶艺

师专业的开拓者。

2011 年至 2017，在成都市就业局、成都

市就业创业培训指导中心讲授茶文化知识。

2008 年至 2019年期间，深入四川、江苏、

江西、安徽、浙江、湖南、湖北、福建等全国著

名茶区茶具区调研学习，并用于教学传播。

10 年来，连续受邀十大名茶“太平猴魁”

的采摘仪式，并为成都茶友亲手带回名茶，

2016 年 4 月在主产地黄山猴坑村调查其生

长环境及制作工艺时，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

2014 年 8 月，应邀参加在宜兴举行的“海

峡两岸茶文化论坛暨紫砂壶主题研讨会”，会

上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作深入交流，发言被当地电视台播放。

2014-2015 年，曾福银代表成都市就业

局连续两届参加四川电视台茶艺大赛任评

委，在大赛期间赋诗《颂第三届茶艺大赛》，并

刊登于媒体。

2016 年 12 月，在徐公茶文化研究所演讲

《碧潭飘雪-茶如人生》，其内容发表于《企业

家日报》。

2017 年 3-4 月，人社部领导在成都市就

业局调查培训工作期间现场听取曾福银为茶

艺师授课，并给予高度肯定。

2017 年 8 月，被中国劳动杂志社提名，称

赞曾福银在成都市就业局对培职业技能的培

训工作。

2018 年 3 月，受成都市职业技能鉴定中

心之邀为茶艺师专家组成员，并考评成都市

茶艺师的考场合格情况。

2018 年 4 月，成都市就业局职业培训（失

业人员培训）茶艺师专业考试出题专员。

2018 年 9 月，连续多年主办成都“赢在真

壶”茶友会，成都茶友再次感悟泡茶神器紫砂

壶的魅力。

2018 年 11 月，组织成都市一杯茶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的文创产品入驻成都某五星级酒

店经营。

2019 年 3 月, 陪同参与成都市就业局领

导对高校的职业技能培训鉴定的调研工作。

多次邀请茶文化专家学者来成都与茶艺

师学员面对面交流。

常组织茶艺师学员到茶区学习采茶制茶

流程。

孵化并帮助多家茶艺馆开门营业。

据统计，到 2019 年 5 月底，曾福银已培

训茶文化学员2 万多名。

名家题赠“赢在真壶”
曾福银传茶艺四方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徐安

碧题赠“赢在真壶”，鼓励曾福银对茶文化的

传播。

四川茶界名人徐金华高度认可曾福银对

四川茶文化的传播。

多家网络媒体发布曾福银的茶文化公开

课视频。

曾福银常年受聘于成都市就业创业培训

指导中心、成都大学旅游学院、成都托普学

院、成都益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成都机电工

程学院、四川师范大学等。

常年坚持茶文化传播
获得众多荣誉和证书

春去冬来推广茶，功夫不负有心人。曾福

银经过多年的坚持不懈努力，先后主持主讲

《茶文化与茶健康》、《茶产业人才培养》、《茶

产业就业指导》、《中国名优茶的鉴赏》、《茶艺

美学》、《紫砂知识专业讲解》。2008-2017 荣

获成都市就业局优秀职业技能教师，2013-
2017 荣获成都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优秀茶

艺师考评员，2014-2016 荣获四川电视茶艺

大赛优秀评委。

与此同时，曾福银获得众多的证书：《国

家级茶艺师技师（二级/技师）》；《国家级高级

茶艺师（三级/高级）》；《国家级高级评茶员》。

学员眼中的曾福银：

成都市资深茶人蒋兴钏院
1998 年开始习茶，一直从事茶艺行业，

2013 年本想转行，从原单位出来参加成都市

就业局茶艺专业培训，在培训中受到老师曾

福银茶文化知识的熏陶，大受启发，从此坚定

了继续从事茶艺事业的决心。

随后在曾老师的指导和支持下，先后考

取国家级茶艺师技师资格证、国家高级茶艺

教师资格证。

2014 年正式受聘于成都市就业局成为

一名茶艺专业老师，也是成都大学茶艺指导

老师，其影响教学 4800 人，2015 年初成立了

自己的第一个茶艺工作室，2018 年成立第二

家茶艺工作室，自认识曾老师以来，常常一起

作交流探讨。

杜娇:
2008 年杜娇的父亲在成都市就业局组

织的茶艺师学习班认识了曾福银，并跟随学

习了茶艺 160 课时后，对茶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在父亲的影响下，杜娇也走上学茶之路。

2014 年，杜娇经其父推荐，有缘成为曾老师

学生，由此对茶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对茶文

化的喜好逐渐升温，并逐渐认识到，茶作为事

业对于自己的长远规划，也因此有更多的机

遇，将茶文化传播给更多人，决心将自家经营

成都三花茶叶店的积累和从曾老师学来的知

识再推动上一个台阶。这一切都因茶而链接，

因为像曾老师这样资深的专业人士对茶的传

播与分享，才能让更多爱茶人链接到茶文化

的浩瀚大海之中。

刘朝华:
2011 年无意中听到曾福银老师的茶艺

课，曾老师诙谐幽默的授课方式让学员能轻

松接受。在自主创业开茶楼已近十年的刘朝

华看来：茶可以说是一座桥梁，使茶香溢及之

处，连接的皆是可爱至趣的人。

张仕文:
2019 年 4月 8 日，在记者的见证下，张仕

文有幸成为曾福银的第两万名茶文化学生，

张仕文本是一名茶学专业的应届大学毕业

生，来感受了两次成都一杯茶文化传播中心

的文化后，被一杯茶文化的人文深深吸引，经

过考核成为学员。他的爸爸和舅舅很感慨，认

为弘扬一杯茶文化精神值得传播。曾老师也

表示，作为我的第两万名茶文化学员，我们教

学团队将以更为特殊的方式来对待这名学

员。

川菜大师潜心研发糍粑工业化生产
———他让这道四川小吃风靡全国

电子商务在四川藏区逐渐兴起

曾福银：弘扬成都茶界工匠精神
曾福银常年深入全国著名

茶区进行交流学习，尤其擅长

对名茶及紫砂壶的研究；其以

丰富的茶文化教学经验，深受

学员喜爱，15年来，其受众学

员2万人；长期为学员提供后

续咨询服务，扶持学员自主创

业，成功就业。为弘扬成都茶叶

界的工匠精神，记者推出曾福

银茶文化传播的经验和做法，

以飨读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徐安碧（左）与曾福银

（右）在一起交流

●曾福银深入到蒙顶山茶叶基

地调研

●身着民族服饰的绣娘围坐在一起，聚精会
神地绣着“贵琼藏绣”。 新华社 康锦谦 摄

●老头子和老婆子的藏缘店”网店所售的
手工牛皮本。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