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茶馆都是中国人的休闲场所。品茗论
道赏的是风雅，围炉吃茶暖的是人情。『琴棋书
画诗花』的东方情趣细致地体现在茶馆每一处格
局和布置中，茶人的学识、谈吐更丰满了各地茶
馆的性格与风情。本期，我们将走进茶馆里的日
常生活，与茶人攀谈，与茶席交换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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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往深里探究，是本地茶叶与茶点的风味、口
感、温热凉暖性质相般配的学问。

说 起 来， 作 为 饮 料 的 一 种，『 茶 』 早

已 风 靡 全 球， 可 作 为 公 共 空 间，『 茶

馆』却独独生长在中国人的心思里。

一 爿 茶 馆， 理 应 生 长 在 铺 满 青 苔 石

板、 长 长 窄 窄 的 巷 子 里， 店 面 不 用

很 大， 摆 上 几 张 八 仙 桌、 长 条 凳，

或 许 还 有 点 陈 年 的 木 腻， 倒 是 每 天

擦 得 发 亮。 在 大 清 早， 有 白 绵 蒸 汽

从 厚 门 帘 里 冒 出 来， 进 去 吃 茶 的 都

是 熟 客， 老 人 喜 欢 遛 鸟， 书 生 爱 喝

陈 茶， 街 坊 邻 里 则 每 天 都 在 这 见 面

闲 话 家 常， 要 是 哪 几 天 邻 里 有 人 出

了远门，谁都会知会一声。

里里外外
老日子沉淀出来的新味道

茶馆生活
几分人情在玉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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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里的门道与学问
地道的馆主是能记住每一位熟客的喜好的，相互问早后，

所以说，中国人对于茶馆的感情，远不止喝上几杯好

会勤快地冲上一碗热茶。汪曾祺曾写道，老北京早起都要喝

茶那么简单。过去，在上海老城隍庙的茶馆里，常坐着几位

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而这“喝‘通’”和

“便衣”（过去那叫微服私访），官员们为体察民情，派了

“舒服”，说的就是因人而异的茶口味。

手下往茶馆里一坐，只因茶馆里有最真实的民间声音。作为

对中国人而言，根据居住环境的气候、习俗以及饮食习惯

公共空间，那里可谈国事，可闲话家常，遛鸟下棋斗虫听曲

的不同，口味上对茶的喜好也大有不同：江浙人爱明前龙井的

搓麻插科打诨，样样都有，这些世俗的乐事在茶馆里做起来

清净；福建人钟情铁观音的香气；湖南人喜欢半发酵的黑茶；

是舒服得不得了。一年365天，不管什么时候，只消往茶馆

安徽人种的瓜片会有股水墨气；台湾人则把乌龙茶做得风雅。

里一坐，什么也不看想，就离自己的烦恼生活远了点，离众

相对茶本身的口味，配茶的茶点在全国各地也是风味各
异：扬州的三丁包、翡翠烧卖；福建的蒸饺、沙茶面；广州的

人的世界近了些。在茶馆里，喝些什么倒并不重要，要紧的
是：茶馆这个空间是由自己支配的。

粉果、叉烧酥……都是当地早茶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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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与清晨相关。在许多
茶馆的座位上，都装有竹竿，给人们清晨遛鸟、挂
鸟笼之用，可见其与生活形态的深刻关联。

茶馆生活的形态改造
讲起茶馆难免想到成都。不过这种和世俗棋牌文
化结合的茶馆形态，要想能够在商业都市中找到一方
立足之地，取得与咖啡馆的博弈胜利，还必须在改造
茶馆空间文化上多下功夫。令人欣喜的是，如今茶馆
的个性解放与当代改造，是由开茶馆的主人赋予了它
更多的私人色彩，可以说，每当你踏进一爿茶馆，就
等同于进入了主人的精神世界。
杭州的和茶馆开在法云古村内，老板庞颖自己就
懂茶、爱茶，喜欢中国文化，于是便呼朋唤友吸引了
很大一批爱好茶道的客人；北京的紫云轩则拥有上好
的茶席，女主人锦儿对如何将茶入菜颇有研究，因此
许多人慕名而来从吃茶菜开始喜欢上了喝茶、泡茶馆
这件雅事……
其实在茶馆里可做的事情远不止吃饭、喝茶那
么简单，将茶馆塑造成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空
间，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塑型”之道。一如微博上的

茶馆生活在式微？

惠量小院（在北京的五道营胡同），定期举办书法、

方强势文化的无形渗透，抑或是咖啡馆的节奏正好扣住了都

篆刻、花道、斗茶等活动，通过网络先招募志同道合

如今，招呼朋友去茶馆似乎显得慎重其事，反倒是去咖

市人焦虑不安又渴望忙中偷闲的诉求？回到咖啡文化的兴盛

者，再于实体空间内形成文化社团。再有一些个性化

啡馆省事、方便、不局促。面对这样的尴尬，“茶馆”不得

地，如意大利、法国，咖啡馆是一个让生活慢下来、沉淀下

的茶馆，将咖啡和茶结合起来，索性把咖啡也纳入茶

不与它近30年的对手“咖啡馆”相遇了。咖啡馆天生裹挟着

来的地方。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茶馆倒与欧洲的咖啡馆达

文化中，而像成都宽窄巷子中的许多茶馆，则将设计

赤道南北纬30度的咖啡豆香，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带着布

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西南联大时期，学生们、教授们写

与茶馆、艺术品与茶馆结合。这些都是对于如何办一

尔乔亚的情调。

论文，见友人，参加社团，做什么事都爱“泡”茶馆。

家好茶馆的有效尝试。

据调查，在上海和北京共约240家的星巴克，几乎每隔一

再回到现在，相比咖啡馆的西方化色彩，茶馆就是中国

有一天，当大多数的中国年轻人重新回归茶馆

个街区就能找到一家，推开店门，每个服务生都那么热情开

文化的一种代表。一种文化要形成落地生根，必须拥有独我

时，希望能有与舒国治同样的心情：“大多的行旅途

朗，不仅会察言观色，对熟客的喜好也了如指掌，以至于喝

的空间意识形态。邻国日本也有咖啡馆和茶馆，但每家都带

中，我皆常带着矿泉水；然在杭州西湖，突见露天摆

咖啡更变成一种社交和调节心情的催化剂。更有甚者，咖啡

有强烈的标签感，即是文化认同。

出茶座，自问并不渴，却仍说什么也要坐下，喝一杯

因过敏，咖啡可以不喝却依然不忘光顾咖啡馆而点上一杯伯
爵茶。
我们对咖啡和茶的喜好或许平分秋色，但在去咖啡馆还
是去茶馆的选择中，答案显而易见。
这就不禁要问，茶馆真的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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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输赢上的较量，究竟是商业模式上的胜败，还是西

前段时间，上海良友生活记忆馆举办了“惊蛰花朝”茶
席，以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为线索，席间请来花道老师和中医

打扑克，是茶馆生
活的重要内容。在
成都、长沙，尤其
兴盛。河边，树下，
巷子中，老宅内，麻
将、扑克是人们消磨
时光的好伙伴。通
常，老人打扑克也不
多言语，以牌会友。

即使寻常之极的茶。图伫足也，图临境也，图手执
杯、口慢啜、耳目流盼之千古理应清致也。”

教授来宾花艺、茶道，晚间茶宴恢复了古时行酒令的传统，

从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茶馆里，挑选出一家适合

风雅与乐趣并存。其实，中国式茶馆的复活与茶叶本身没有

自己脾胃的，你选一家怎样的茶馆，比过去的任何时

太大关系。好茶一直都在，文化回来了一切都有。

代都能够说明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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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馆藏奇趣茶人

那些茶馆的知音们

推开茶馆的门，从进门那一刻起，要
看一爿茶馆是否喜欢，先看里面的工
作人员。但凡有位做事麻利的老板，
生意一定红火，要是坐下点东西吃，
发现菜单不同寻常，那么就有必要认
识一下特别的厨师。要想知道茶馆里
的茶正宗与否，坐下来找泡茶师聊上
几句，要是她不那么急着跟你推销某
款茶，反而专业又和善，这家茶馆定
是家底殷实。
因此，我们本期采访了茶馆中工作的
人，掌柜、泡茶师、厨师、老板，希
望借此打开茶馆生活这扇大门，以及
茶馆里那些有趣而朴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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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其茶

1

长沙 一出热气上的活络湘剧

在地茶馆推荐
无上清凉茶馆
开在太平街上，如不是熟人带路很可
能就错过了厚厚的门帘子。茶馆的内
部格局甚是宏大，亭台楼阁、小桥流
水在一楼大厅里布置着。要买上好的
黑茶，必须坐下来慢慢品，尝过几款
不同年份的茶后，告诉店主你的喜
好，再问问有什么私藏，当对方面露
难色时，好茶就有了。
长沙太平街上

白沙源茶馆
由陈幼坚操刀设计的茶馆，是文人雅
客喜欢的格局，中间庭院，四面环
室。每逢夏天，坐在院子里赏花喝
茶，遇上好天气还可以抬头观星，或
是看看一旁的白沙古井，非常喜乐。
茶馆的主人柯先生是一位陨石专家，
若有幸遇上他，那就可以坐下来听上
几个小时的陨石奇事了。
长沙天心区白沙路白沙公园侧面

天天尚书房
通常，一家茶馆最值钱的东西莫过于上乘的老茶，但在尚

若把尚书房比作一出茶馆生活的湘剧，老板王小宝是制片

书房，喝茶用的红木桌、太师椅，放着装饰的牌匾、大案，挂

人，而掌柜艳子则就是导演。从尚书房还未诞生时，艳子便加入

在墙上的湘绣、木雕，都是有年头的古董玩意儿。放在二楼玻

了。要说这位1985年出生的掌柜如何能镇得住手下几十号人，艳

璃橱里的粉彩瓷瓶、龙凤对杯、提梁壶，也都是上了年纪的老

子确是从收银员到泡茶师，茶馆里的大小职位她统统干过。

东西。走近橱边仔细端详，外向些的熟客就会告诉你，别小看
了这脏脏的玻璃背后，里面可都是老板的私藏。

直到聊及“茶以及如何泡茶”，她这才熟稔、柔软起来。二十
几岁的青涩劲儿也没了影，俨然一个老茶客。说到兴头处，索

胡，时不时从帘子后头传出一两阵大声的喝彩，而门口进进出

性给大伙儿泡个茶。要说，在这十几个做过的职位中，当数泡

出的多是熟客带着远方来的朋友，熟客要是出了远门，去了福

茶师是艳子最爱。坐下来，给客人泡上一壶清茶，不用多话，

建、云南，甚至不忘把茶饼、茶具背回长沙，带到尚书房存

便能消磨一整个下午。可这茶馆里的生活千姿百态，能人艳子

放，他们不跟这里见外。

自然不会被老板遗忘，这泡茶师一职如今也是偶然为之。绝大
多数时间，艳子就是掌柜，前后张罗时更不能偏爱了哪一桌。

子的生活缩影，湖南大学、湖南师大的教授、学生，如同当年

索性，掌柜的工作确实是忙，可这毕竟是茶馆，有时艳子

的西南联大，以茶馆为家，写论文、结交朋友、听戏学曲儿、

为一件员工没有做到位的事儿着了急，茶客倒也没那么在意。

发发呆打发时光……在茶客们看来，自己早已不是客。

毕竟，吃茶本身就是一件慢慢来的快活事。

湖南人饮茶，又叫吃茶，讲

究五味俱全，和盘嚼食。在

长沙，古早岁月的茶铺、茶

馆、茶楼散布于巷，老人们

吃什么茶不在乎，要紧的是

三五熟客围坐于八仙木桌

旁，佐以瓜子、花生，或是

把玫瑰豆沙包与冬菇鲜肉包

合起来吃，从早市到晌午，

再聊到下午、昏时，人来人

往，吃茶的传统千百年来于

火宫殿、德园这样的老字号

茶馆中，长盛不衰。直至今

日，只要走在长沙的大街

小巷，带有『茶馆』、『茶

楼』、『茶铺』的店子依然

星罗棋布，而西洋咖啡的生

意也只有在文艺青年那里稍

有发展。

艳子就是这样一个在茶馆长

大的湖南妹子，性格爽辣，

泡起茶来则尽显安静清和。

『泡茶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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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录音笔一开，艳子就露出生怯来，讲话一本三正经。

遇上周日，一楼包厢里“潇湘昆曲社”有人唱戏、拉二

其实，与许多中国各地的茶馆相似，尚书房是一个文人圈

尚书房
掌柜艳子

1

细软硬朗皆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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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新鲜食材入茶菜

在地茶馆推荐
福泉茶院
茶院位于永福寺内，庙里的
师傅也会来喝茶。僧人与茶
客共处，品茗间似乎多了一
些禅意。这里极安静，除了
品茗，还有点心和斋菜。
杭州灵隐路法云弄16号永
福寺内
0571-8796 8993

单枞火 虾，利用单枞的花香引
出海虾的清甜鲜美。

子久草堂
豆沙糕，豆沙馅的茶点是
地道的杭州口味

草堂的入门处很不起眼，草
棚、古井颇有几分隐士居地
的味道。其实这里是个品茶
小坐的好地方，共有三间室
内茶室、一处临湖露台。
杭州西湖区三台山景区浴
鹄湾西岸
0571- 8797 2757

碧螺春白鱼，春天是浙江白
鱼最鲜美的时节，配杭州本
地的碧螺春最细腻入味。

茶使食有味
按理说杭州人天生爱喝茶，钱晓波是个例外，小时候家里

钱晓波做的茶菜，是使茶酵素和食材发生关系，让营养成

老人惯用茶末子泡水，他觉得苦，也曾迷恋过可乐，后来遇上

分茶多酚成为食材的提鲜剂。他是个“败家子”，别人家的厨

爱喝茶的庞颖（杭州和茶馆创办人），这才与茶结了缘。在和

房自然要先用旧了的食材，他却总是先用新鲜的，尤其舍得用

茶馆七年有余，如今钱晓波早晚都要喝茶，最爱岩茶和普洱，

庞颖最珍视的茶叶，还要用她的古董盘碟来盛菜。

连妻子也跟着成了“茶腔”。

寻这之间的奥秘，庞颖每年都要带钱晓波去不同的茶叶产地，

为很少能遇见真正好的食物。她告诉钱晓波食物不仅要征服人

喝当地茶，吃当地菜，向当地茶农学习。“每个炒得好茶的人

的味蕾，更要让胃没有任何负担，于是费了几年功夫把这个有

都能做一手好菜。”钱晓波说。今年，他们去了出产凤凰单枞

顽固烹饪习惯的大集团厨师长调教成“小家碧玉”，头一件事

的潮州，潮州人对新鲜食材的坚持和还原令他印象深刻，回到

就是丢掉味精，然后，她给他喝最好的茶，上好的太平猴魁饮

杭州，他突然起意用凤凰单枞和海虾进行试验，单枞的花香似

了两斤，钱晓波的味蕾终于调整过来。

乎真的释放了海虾的鲜美。“一方水土养的是一方的灵秀，茶
和食材是能互相懂得的。”

唐朝初年，杭州的寺庙里就

设有『茶寮』，提供茶水

供人饮用。但杭州茶馆的真

正兴起，却是在南宋，南宋

诗人吴自牧的《梦粱录》

中说，『 今杭城茶肆亦如

此，插四时花，挂名人画，

装点店面。』茶馆与人们的

生活休戚相关，不仅是品

茗，茶肆里还提供各种饮料

和小食，甚至代卖字画古

玩，上至文人墨客，下至平

民百姓，各有各的去处。

钱晓波就是一个从南宋『穿

越』而来的风雅厨师，他会

水墨、懂金石、能插花、爱

养鸟，每晚都给妻子雕一枚

橄榄核雕，凑到可以做串子

的数目，却乐得在这茶馆里

安身立命。

『茶食师傅』

076

不同茶叶的茶多酚不同，因此需要搭配不同食材。为了探

庞颖相信，都市人的重口味，不仅因为高压的生活，更因

老人们总说，茶使食有味。

和茶馆
主厨钱晓波

2

一方食材，一味茶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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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法式风情中国茶

在地茶馆推荐
故园
这是一个隐藏在闹市中的古旧茶
社，拥有一个美好而耐人寻味的名
字，小小的院落中弥漫着浓浓的古
味，如走进了时光隧道一般，内部
陈设也相当古朴而富有韵味，龙井
清香怡人，祁门甘甜可口，普洱温
润养胃，铁观音醇香沁心。
上海徐汇区复兴中路1315号

耕读园书香茶坊
正如同他家的店名，的确是个安静
之所，适合约好友闲聊和自己发
呆。无烟区里有四个幽静的小包
间，都是日式的榻榻米，可以席地
而坐喝茶看书。如果不喜欢店里
的书，也可以自己带书，泡上一壶
茶，消磨掉整个下午。
上海徐汇区衡山路12号

茶馆里的老上海情结
品茶是一次身心的和解与自我的沉淀。走入宋芳茶馆，便

茶馆的主人是来自法国的Florence Samson，她的眉梢脸

可知茶和记忆也是一壶难酬。永嘉路上不起眼的三层小楼里，

颊充满了甜蜜的神情，她的眼睛一直在笑——那是对生活的惬

底楼专卖茶叶、茶具，古朴有致；楼上两层则是在此喝茶的场

意和满足。从5岁开始，她就爱上了喝茶，当她父母拿着咖啡

所，白墙白窗，方桌藤椅，柜台里摆满了特制的蓝色茶叶罐，

杯时，她却拿着茶杯。1991年来到中国，在经历了时尚奢侈品

楼梯口则摆上了记忆里老上海锈迹斑驳的饼干盒子，屋顶挂满

设计师的沉沉浮浮后，Florence选择了在上海的弄堂口开馆煮

了空置的鸟笼，那记忆来自经典的茶馆印象：提着鸟笼的老人

茶，并给自己和茶馆取了“宋芳”这个名字，两个字皆与茶有

们闲敲棋子落灯花。于是这些渐渐沉入历史的沧桑却在这里重

关：宋是宋朝，是中国茶叶贸易开始兴盛的年代，而芳呢，自

温，不仅让人浮想联翩，更惊喜万分。

然是茶叶的芬芳了。

舌底品茶味，眼前觅诗意。楼梯间的小小书架等的是知音

法国人生性浪漫，连同吃、喝也一样追求精益求精，好似

遍采。谈谈老舍的《茶馆》，历史风云如烟散去，恍惚还能听

生命中绝无“马虎”一词的生存罅隙。而如今传统正如被脱下

见当年的京腔京韵，又是另番繁华胜景。在茶室，卸下风尘，

的旧衣裳，被悄然抛下。所以我们需要一间茶室，它收集人们

听众多法国作家在你耳旁低喃，一念起即周遍宇宙大地。

遗落的记忆，让那些被丢下的灵魂有一处安放之地。

上海的茶馆不得不从十里洋

场开埠说起，外国人爱狄密

勒在《上海 ——
冒险家的乐
园》中说：『我们一人叫了

一碗花露茶。这古老的茶馆

真有一些古色古香。茶的名

称既叫得那么稀奇，盛茶的

杯子更格外来得别致。』上

海滩的茶馆，就如同西方人

看东方的一个万花筒，与成

都、长沙的市井气，与杭

州、苏州的文人气，不尽相

同。宋芳，便是这样一个爱

着中国茶的外国人。

『取茶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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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芳茶馆
主人宋芳

3

宋朝兴起，茶叶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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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

茶馆的理想空间
设计六要素
茶馆选址依山傍水为宜，占天地的灵气。

设有院落，种养花草，使茶馆的内部气质合乎自然。

茶馆内设置不同功能的区域，以供茶客修身养性。

家具和茶具的挑选要显现出茶文化。

适宜的茶点、茶食也是茶空间的软力量。

选择适合的背景音乐。

欣赏茶馆的格局艺术

理想空间

林谷芳说，吾舍是他所见过的大陆最地
道的明式茶空间。
因了这句话，我们踏上了寻访杭州吾舍
茶馆的旅途。杨公堤是西湖游客较少的
一段，过了杭州花圃，就能看到一条幽
径，石板路，两旁种着柳树。这里有几
栋零星的传统民居式样的建筑，白墙青
瓦，门外的竹篱围着蔷薇，茶花盛开，
木樨还未到季节。我们要找的理想茶馆
空间 『吾舍 』就在这里。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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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明式茶馆空间

2

Profile
吾舍茶馆
杭州西湖区赵公堤4号（靠近杨公堤）
0571-8830 2567（周一闭馆）

E
D

C

B

A

一楼
A.天井，接地气，种些
花草，怡养眼神。
B.茶室，一楼的四个角
落各有一间茶室。
C.素食餐厅，吾舍提供
在地、有机素食，最多
可接受20人用餐。
D.前台接待处，可购买
茶叶和茶具等。
E.打坐室，可仰望天
光，静坐禅修。

明式茶空间的重生

1 推开门就看到一口石缸，金鱼悠游其中，宾客近悦远来。 2 吾舍定制的岩茶与普
洱都是由专人前往茶产地勘察，确定是有机种植的生态好茶。 3 茶室里的家具一应
是明式的实木家具，叫人气定神闲。

茶的美学经历了唐宋两代繁复冗长的烹茶斗茶，和元朝的
偃旗息鼓，发展到明朝，已变得沉静、简明、内敛，正如冯可
宾在《岕茶笺》中总结出的“十三宜”。明代的茶道主要盛行
于文人和精英阶层，雅士们的生活品质和美学修养也给茶事增
添了清高和隐逸的味道。
如果说宋代对茶的讲究为“三点”，包括新茶、甘泉、
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那
么，“三点”在明代末期，已经发展成为冯可宾在《岕茶笺》
中总结出品茶的“十三宜”。
1

所谓的“十三宜”具体是指：饮茶一无事，二佳客，三幽
坐，四吟咏，五挥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醒，九清供，十
精舍，十一会心，十二赏鉴，十三文章。
吾舍对明代茶空间的把握可谓是神形兼备，外在的气质首
先可以从一应家具皆是明式简约实木家具看出：桌子是老榆木
的材料，专门请了杭州的老木匠做了榫卯结构，十分朴拙，其
他家具也多是花梨木的，连棋盘也是用原木打的。装饰以传统
盆栽和小品花艺为主，一枝枯木也能蕴意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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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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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禅不二的设计初衷
吾舍的内在可以用“生活禅”来概括。
明人徐渭在《徐文长秘集》中说：“茶宜精舍”。所谓“精
舍”，原是指佛教修行者的住处。
吾舍的设计简洁、单纯，正源自吾舍创办人的发心，几个

B

A

创始人都是居士，最初找到这个地方只是想建立一个可以静心悟
禅的空间。他们本着认真做事的原则，坚持每一个细节，选用环
保的装修材料，施工循序渐进，以至于一旦装修完毕就可以入住
了，全无异味，花也养得好。主人曾一度想将此处赠与佛教公益
组织办公，最后却成了一处品茗清净的雅地，他们不功利的心，
使吾舍自有一份清净与不争。
吾舍共有三层，一楼是公共空间，有四个茶室，中堂可以
打坐。二楼是主人招待朋友的地方，设了四间屋子，分别命名为
书房、茶寮、静思和工巧。书房里藏有各类茶书和佛经；茶寮是

三楼

主宾喝茶的地方，也可以弹素琴，阅金经；静思房里可点香、打

A.茶室，需盘腿而坐，有禅书可阅。
B.过道，设有由整块实木制成的棋盘桌，
可静心下棋。

坐；工巧房里可向老工匠学制紫砂壶。东侧走廊里设有立柜，展
示着主人收藏的《茶经》、紫砂壶、日本茶具等，西侧走廊的书
桌上可以练书法。三楼是阁楼，留有天窗，两间房都需席地而
坐，这里暂不对外营业。

1 明奘法师是茶馆主人的好友，这里也随缘放着明
奘著书和讲座DVD，明心明志。 2 三楼的布置最为
清静，禅意也更深，佛教黄的坐垫与竹席十分匹配。

吊扇上的开关拉绳是用菩提子串起来的，也算是设计者的小改造。

3 每一期茶席，对爱茶的人来说都是一期一会，是
对美好事物的分享，也是静心的过程。

对茶具的精心挑选使人对“品茶”这件闲事多
了一份欣赏和喜爱。

E

A

B

1

D
C

二楼
A.过道，柜子里是主人收藏的日本茶具
B.图书馆，收藏了《茶经》和佛书
C.茶室，饮茶、弹素琴、阅金经
D.静思房，闻香、打坐
E.工巧房，和老工匠学做紫砂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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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
吃茶的讲究

品味日常茶馆八小时

吃茶，可上可下，可高可低，无论古今，俗有俗
的吃法，雅有雅的讲究。俗人、雅人各自吃茶，
手上的事，更有不同。雅有下棋、写字、吟诗作
对，俗有打牌、搓麻、闲话唠嗑。只吃茶的地方
叫『清茶馆』。如若不是寻思事情，只喝茶稍许
乏味：当然要另配各色茶点，享口腹之欢；又有
看戏、听相声的娱乐，怡情养性。

087
086

赏心也有乐茶事

3

『品茗泼墨』

雅聚

1

吃茶是雅事。为何说雅？古
往今来，厉害的对子，有一半是
茶馆里对出来的。汪曾祺的《泡
茶馆》，便将昆明形形色色的茶
馆都载了进去，说是“文章非写
出来的，当真是泡出来的！”明
人冯可宾则提出宜于品茶的十三

可助清兴。
除了泼墨品书，闻香、插
花，也适合茶馆里进行。茶香、
线香，再有花香，好不热闹。热
闹的还有下棋，若见到茶馆里不

得“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不很适
宜，喝茶时所吃的东西应当是清淡
的‘茶食’。……豆腐干中本有一
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
茶相宜。”也不知这“茶干”的味
道如何？
时间再往前推，吃得是更为风
雅，古人常以玫瑰、牡丹等花片做
成蜜饯，饮茶时作为茶点，添香也
添色，茶是自然物，花是自然物，
相得益彰。
又有茶宴之说，茶宴又称茶
会，以茶代酒作宴。是茶也是宴。
茶宴在唐朝最盛，玄宗诗云：“四
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宴请群
臣时，茶配的是粽子。古代北方茶
点多以面食为主，也有豌豆黄、核
桃软糕等糕点，这便是周作人所说
的“清淡茶食”。

3

『清淡小食』

说的便是墨茶结缘，品茗泼墨，

空了，也要来几味茶点。周作人觉

茶点

点，其中有一条，叫“挥翰”，

吃茶吃茶，吃的是茶，嘴巴

唱戏，也用大条凳，多半是“棋
茶馆”。这长条桌桌面不宽，仅
容木棋盘及两个盖碗儿，长度可
容十余人，棋友一同坐上下棋，
杀个昏天黑地，那光景叫个好看。

吃茶又是俗事。这话该让成都人来说，全国
难有哪个城市的茶馆超过成都茶馆的数量。在成
都，茶楼用于谈情说爱，平民茶馆则用作砌四面
方墙。泡上杯茶，入座，洗牌，开杀！
有爱在茶馆中搓麻的麻界人士称：“麻将

『京剧评弹』

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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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牌情爱』

俗事

2

4

清朝将有戏又有茶之地，称为戏茶馆，
无论是戏院有了茶，还是茶馆多了戏。当时
北京戏迷最多，戏茶馆也最为著名。如今的
北京广和剧场前身，就是知名的景泰茶园。
景泰茶园位于东四隆福寺东口，由东四牌楼
古玩铺财东孙喜华组织出资兴建。道光年
间，石玉昆便在此地说《三侠五义》。
不同地方，听不同的戏。扬州茶社听筝
曲，苏州的茶楼听评弹，北京的茶园，既听
说书人的段子，又能看京剧的身段。

经济对GDP的增长有贡献。成都早已没了传统

如今除了戏，茶馆里还能听相声。最

意义上的茶馆，没有麻将的茶馆，不是真正的茶

爱去茶馆听相声的当数天津人，众人围坐一

馆。”麻将乃兵家事，兵家事就不免出点小乱

桌，喝一碗浓酽花茶，抓一把油焖瓜子，叫

子。成都一家家庭茶馆因通宵搓麻将，吵得邻居

声好，鼓个掌，不亦乐乎。名流茶馆、燕乐

夜不能寐，最后来个放摇滚乐表示抗议，波及更

茶社、谦祥益啜茗阁茶园、劝业场天露茶

多无辜。茶浓了伤身，搓麻也要注意分寸。

社，都是天津人听相声的好去处。

089

畅想
未来茶馆形态

带着茶具去旅行

古往今来，在喝茶的至高境界中，茶馆未必只在固定
的空间之内。真正的茶席随人而动，只要有天地间的
清泉佳水，有芬芳的好茶叶，再有三五知己同好结伴
同行，山野草木之间，走到哪里喝到哪里，更有一番
品茶的真情趣。要品味这小小叶脉里，汲取天地养分
又经水涤火烤蕴藏的芳香美味，有时需得打破茶馆的
砖瓦围墙，逃离城市的钢筋水泥，好让芽叶里蕴藏的
精气魂魄，在自然山水间复苏弥漫。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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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席草木间

4

『访山问水』

天然茶席

在茶圣陆羽眼里，喝到好茶有重重挑战，首先就是茶的
制造和甄别。在山野不易掌握水温火候，要挑选带点野性韧
性的茶种。这次品的两款茶，一为白茶的寿眉老饼，一为青
茶的武夷肉桂，都是耐泡的茶，久泡不苦涩，很是皮实，都
是适宜春寒野外的选择。

趁着乍暖还寒的早春，我们

跟着豆瓣传统文化小组的茶

友，背上小炉铁壶，带好珍

藏的陈茶，奔向远处山野间

的移动茶馆，一起猎泉围炉

煮茶。

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北京延庆

古崖山脚下，赶着正午的太

阳上山猎山泉。只见半山腰

奔流而下的泉水瀑布仿佛瞬

间凝固，根根垂坠的冰柱和

树木间腾起云雾般的冰雪连

为一体，再也无路可走。

于是，我们找到了这次的茶

馆，煮茶的时刻到了。

山野茶席简要六则

壹

野性韧性的茶种，若干泡后还可细品。

贰

一把好铁壶，是山野煮茶的必要利器。

叁

煮茶时可以用野营专用的防风莲花炉。

肆

选择清冽的山泉活水煮茶。

伍

煮茶时，不可过度，以免水煮老了。

带上化繁为简的心情

陆

一曰造，二曰别

三曰器，四曰火
打开包裹的麻布，一把漆黑的铁壶，带着古朴细腻的纹
路，敦厚地立在山石之间。铁壶是山涧煮茶的利器，不仅因
为它结实耐用，可随意摆放。更因为铸铁壶的导热性及保温
性，受热均匀不容易把水煮老，且铁壶煮过的水软化水质，
口感更圆润、甘甜，非常适合冲煮各色茶饮。

五曰水，六曰炙
轻轻打碎山泉冻结的表面，晶莹的冰雪下用瓢取来涓
涓溪流，放入容器。《茶经》说，煮茶用水，山水上，江水
中，井水下。水若奔涌湍急，或者清澈却不流淌，都不是煮
茶最佳选择。“乳泉石地慢流者”才是煮茶最适宜的活水。

七曰末，八曰煮
因为准备好的是取自陈茶老饼的散茶，便免去了烤茶饼
去湿气的“炙”，以及对干茶捣压碾研的“末”。煮茶这一
步，最讲功力，成败在一个“活”字，水要活，火也要活。
起火生炉，细烟袅袅。用苏轼的讲法，当气泡“蟹眼
已过鱼眼生”，茶汤声“飕飕欲作松风鸣”，便是“活火发
新泉”的时机。茶友轻手翻弄，倒出清澈茶汤。暖意透过茶
碗，只见一汪浅黄倒映四周山水云雪，仿若一幅水墨画。

十成心意喝好茶
九曰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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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羽眼里，要喝到好茶必须花足十成十的心思，唯
独在九之略的章节中却笔锋一转，说虽然在城市富贵人家品

茶香氲魂，未饮先醉。寿眉老饼形似枯草，在清泉冲泡

茶，二十四器皿缺一不可，然而在野外采薪煮茶却可化繁为

下立刻释放出暖阳的鲜活，第一泡清汤里带着淡淡青草气，

简。若坐于“松间石上”，则可以废弃具列陈设，若“瞰泉

然后口味渐醇厚，透出枣花药香。三五泡后又轻轻隐去气味

临涧”，则可省去水方器皿。茶圣心中茶道九难，叶芽片刻

形神，在山水冰雪间，温暖的余味和留在舌根的微甜，隐隐

的舒展优雅来之不易，仿佛戴着镣铐的舞蹈。然而在这山野

将温度力量浸透全身。而生长于武夷山石间的肉桂，拥有浓

茶室，却寻得返璞归真大道无形。

烈的桂皮香味和甘辛口感，喝完后杯盏里依然透出浓郁的冷

环顾四周，茶友们在山石上席地而坐，围聚铁壶火炉周

杯香，带着岩石的坚韧和冲劲，久泡不散。将两品性子倔强

围，彼此不问身份出处，互相谈茶论道，衬着露天茶室的山

的茶喝下肚，只觉烦恼都付之一笑，疲惫都被熨平治愈。

水草木，也许这也是移动茶室带来的茶的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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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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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铁壶 RMB960（春在）
盖碗 RMB520（Platane）

件套

茶旅

件套

两白瓷杯，一线香，一香茶，一茶盘。

两茶杯，一小杯盘，一大茶盘，一茶匙，一卷

饮茶时总想有香陪伴，仿佛是氛围的营

轴，圆形木质手提包

造。线香携带方便，且香插小巧轻盈。

圆形茶盘正好匹配硬质木包，木质茶杯质地结

木质茶具收纳篮将茶具完美地收纳起来，

实，托出茶盘即可开始饮茶。

提着箱子，外出享茶不再是难事。

陶瓷香插 RMB 150（春在）
线香 RMB 280（春在）
不锈钢茶盘 RMB 3580（王德传）

『便携茶具推荐』

好茶随享

古往今来，在喝茶的至高

境界中，茶馆未必只在固

定的空间之内。真正的茶

席随人而动，只要有天地

间的清泉佳水，有芬芳的

好茶叶，再有三五知己同

好结伴同行，山野草木之

间，走到哪里喝到哪里，

更有一番品茶的真情趣。

圆形竹包
圆形竹茶盘
木质漆器杯

RMB 27560（8+_JP MADE）
RMB 880（8+_JP MADE）
RMB 470（8+_JP MADE）

木质茶具收纳篮将茶具完美
地收纳起来，提着箱子，外
出享茶不再是难事。

茶盘 RMB 290（Platane）
金色茶罐 RMB 115（Platane）

木质三层收纳盒

RMB 780 （I.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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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旅

件套

一壶、一公道杯、三白瓷杯、一竹
杯、一茶匙、竹茶盘、一茶巾、收
纳竹盒。
竹不仅结实而且轻便，外出不妨多
带些竹制品，代替易碎的瓷器。

木收纳盒 RMB 560（I.cology）
江湖擎歌 价格店洽（百华）
便当盒 价格店洽（8+_JP MADE）
木杯 RMB 2100（8+_JP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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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盒
竹杯

RMB 260（Platane）
RMB 30（吃茶去）

竹茶盘 RMB 170（Platane）
贝壳茶勺 RMB 69（Platane）
白瓷茶具组 RMB 798（王德传）

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