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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erfectness of Longjing Tea Artistry is analysed. Some improvement measures were
presented, e.g. separating the tea and infusion, rinsing the leaf surface, sipping the brew with a
small tea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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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龙井茶艺的未尽完美之处进行了分析，提出通过茶水分离、适度润洗、小杯品饮等方式，使龙井茶艺
更趋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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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龙井茶，作为茶中名品，因其色翠、香郁、味甘、形美的特质，深受茶人的喜爱；位于龙井茶核心
产区的西湖龙井，凭借其集名山、名寺、名湖、名泉于一体的优势，名贯古今、饮誉中外；位于西湖龙
井一级产区的狮峰龙井，作为茶中上品，由于乾隆皇帝与十八棵御茶树的传说，使人在品赏龙井茶色、
香、味、形之美的同时，亦可感受到其美妙的茶韵和厚重的文化[1] [2] [3] [4] [5]。春暖花开之季，清明
谷雨之时，置身龙井村中，游览茶园、嗅闻茶香、观赏茶舞、品啜茶汤，实乃人生之乐事、美事、雅事
矣。
客来敬茶，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唐代刘贞亮曾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既可以健身，也能“以
茶表敬意”[6]，表明我国客来敬茶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茶就被奉为礼品与贡品。
两晋、南北朝时期，客来敬茶即已成为人际交往的社交礼仪[7] [8]。
以佳茗待贵客，乃中国式待客的风雅之事。古有唐代陆士修“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宋代杜
耒“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清代高鹗“晴窗分乳后，寒夜客来时”的佳句[9] [10] [11]；
近有李克强总理以徽茶为礼，赠予德国总理默克尔，并一同观看太平猴魁茶艺表演的佳话[12]。2005 年 4
月 28 日，原国民党主席连战率访问团首次到北京著名的“老舍茶馆”喝茶听戏之际，连战先生所题“振
兴茶文化，祥和两岸情”之墨宝[13]，则生动地诠释了以茶为媒、两岸品茗、一味同心的理念。
在有关连战到北京老舍茶馆喝茶看戏并题词的报道中，几杯用玻璃杯冲泡的绿茶颇为醒目。据悉，
杯中所泡之茶为特意从浙江空运进京的大佛龙井。时值春日，在古色古香、京味十足的著名茶馆，想必
连战先生定能嗅闻品赏到由杯中逸散出的茶香春色。不过，细观连战先生面前的桌台，难免令人有些许
缺憾的感觉。
近日，在以“我为马英九先生奉杯茶”为题开展的调研中，仍有人将宜奉茶品设定为龙井茶。其理
由，除因西湖龙井属茶中翘楚之外，还因该茶产自习近平主席曾作为省委书记主政数载的浙江，不无道
理。至于奉茶方式，倘用当年为连战奉茶之法，似有不妥。故此，有必要对以龙井茶为代表的优质绿茶
茶艺进行思索和探析。

2. 龙井茶艺——茶水分离又何妨
以透明的玻璃杯为器，利用下投法/中投法/上投法向杯中投入茶叶，采用凤凰三点头的手法冲泡龙井、
碧螺春等优质绿茶，是茶艺师培训中普遍传授的方法[14] [15] [16] [17]。该法由于采用晶莹剔透的玻璃杯
盛放茶叶和茶汤，使人既可真实地观赏汤色，亦可直观地欣赏茶芽在茶汤中渐次舒展、上浮下沉的“茶
舞”，达到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的多重享受。但是，由于玻璃杯既是泡茶用器，也是品茶用具，茶
叶和茶汤始终处于同一空间。随着泡茶时间的推移，茶叶中可溶性物质的浸出，茶汤浓度不断增加，茶
汤滋味势必也会不断变化。实验结果表明，利用 80℃温水，按照 1:50 的茶水比冲泡 4 min，茶汤中的茶
多酚浓度可达 115 mg/100mL；冲泡时间延长到 10 min，其浓度可增加 42%，达到 163 mg/100mL。与此
同时，咖啡碱的浓度也会从 26 mg/100mL 提高 19%，达到 31 mg/100mL [18]。由于茶多酚和咖啡碱分别
是茶汤涩味、苦味的主导物质，茶汤滋味则会出现由鲜爽甘醇到变涩变苦的问题，不得不说乃美中之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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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解决这一问题并无甚难处——将茶叶与茶汤在适当时候予以分离，即可轻易实现。

3. 龙井茶艺——润洗既雅又健康
观赏乌龙茶艺，在置茶入器之后、开水冲泡之前，往往会有一道温润泡的程序。该程序通过将适当
温度的水注入盛有茶叶的泡茶器后，短时间内将水倒出。通过此程序，茶叶吸收水分、适度舒展，一方
面有利于接下来冲泡茶汤时香气与滋味的发挥；另一方面也兼具有清洗茶叶表面浮尘、提高茶汤清洁透
明程度的作用，因此也被称作醒茶、润茶或洗茶[19] [20] [21]。
然而在西湖龙井等名优绿茶的茶艺展示中，很难看到润洗茶叶的程序。对此，有观点认为，这类茶
由于采自嫩芽，一旦遇到沸水，茶叶中的营养物质就会迅速溶解，致使这些有效成分大量损失，实在可
惜，因此，此类茶叶不该润洗[22]。
持此观点者并非没有道理。因为研究结果表明，利用 100℃甚或 80℃的温水进行 5 秒钟的淋洗，茶
叶中的茶多酚、咖啡碱、氨基酸等呈味物质的浸出率即可达到 10%以上(100℃/80℃分别为茶多酚
12.49%/10.64%、咖啡碱 24.56%/20.19%、氨基酸 15.09%/13.15%) [18]。如若倒掉，的确可惜。
不过，对此观点笔者一则不置可否；二则想提示一下，何不换个思路，采用低温净水，而非高温沸
水，对茶叶进行润洗？这样既不致于使茶叶中的有效物质产生明显的损失，又可达到润泽叶面、清除浮
尘、浅嗅茶香、雅致怡人的效果。因为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利用 25℃的常温水淋洗同样的时间，茶多酚
与咖啡碱的浸出率不足 100℃条件下的 1/10 (茶多酚：0.72%，咖啡碱：2.19%)，虽有少量溶出，但因兼
具有对茶叶进行润洗和醒茶的作用，故此建议不妨采用。

4. 龙井茶艺——茶舞不妨赏又赏
龙井等细嫩的名优绿茶茶艺首选晶莹剔透的高档玻璃杯作为泡饮茶器的重要原因，在于便于欣赏“茶
舞”——茶芽在汤水中舒展、浮沉、游动等动态变化[21]。这一方面可以增添观赏者视觉的美感，另一方
面甚可触发品饮者品茶品味品人生的共鸣。然而，由于茶汤达到最佳品饮浓度的时间与茶叶尽展优美舞
姿的时刻往往并不同步，故而使得观赏者难免会因视觉或味觉的享受并不充分，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缺
憾。
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下投法冲泡龙井茶，茶叶会呈现出先上浮至水面，然后叶面渐次展开、上下游
弋、沉至杯底的过程。这一过程所需要的时间与水温密切相关。其中，利用 100℃的开水需要长达 8 分
钟以上，利用 80℃的温水则要延长至十余分钟。而经过这样长时间所冲泡出的茶汤，其滋味已因浓度过
高而非最适。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困难——在玻璃杯中的茶汤达到最适品饮浓度、茶舞尚未十分充分之时，
即刻使茶汤与茶叶分离；随后，向盛放茶叶的玻璃杯中再次以高悬壶、斜冲水的方式，将适温净水紧贴
杯壁斜冲而下。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给了对第一泡茶汤滋味不利、对人体有益、在第一泡中尚未来得
及浸出的茶叶中的可溶性物质得以继续释放的机会，另一方面也给在第一泡中未能尽展舞姿之美的茶叶
随水流形成漩涡、翩翩起舞、再展美姿的机会。

5. 龙井茶艺——公道杯中无尽藏
茶艺师培训中所传授的用玻璃杯冲泡名优绿茶的茶艺，由于晶莹剔透的玻璃杯身兼泡茶用器和品茶
用具的多重功能，茶叶和茶汤从注水入杯到闻香、观色、赏形、品味始终同居杯中，无需使用公道杯等
辅助茶器，较之乌龙茶等功夫茶艺，具有简单、实用的优点。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其茶汤滋味鲜爽不
一、苦涩不定的弊端。

185

侯彩云

解决这一问题，办法也很简单——采用双杯法，其中至少一个是公道杯，最好双杯均用具有可过滤
内胆的透明同心公道杯。
茶艺展示时，同样利用下投法/中投法/上投法向第一个同心杯中的内胆投入茶叶，采用凤凰三点头的
手法注水入杯，浸出茶汤、尽展茶舞。当杯中的茶汤达到最适品饮浓度之时，即刻提起内胆，待茶汤滤
净，将茶叶随胆迅速放入第二个杯中。在茶艺观赏者初赏茶舞、分享茶汤之际，向第二个杯中以高悬壶、
斜冲水的方式，将适温净水紧贴杯壁斜冲而下，再展茶舞、续泡茶汤。
浓淡适宜的茶汤从泡茶器中先斟入公道杯，再分别倒到观赏茶艺者的品茗杯中，一方面可以使每位
观赏者得到浓度相等、滋味相同的茶汤，另一方面也被认为传递了茶人不分高低贵贱、众生平等的理念。
试想，倘若当年连战先生一行在京品茶之际采用此法，或可营造出更佳的视觉、味觉及感觉效果？

6. 龙井茶艺——小杯品饮亦未尝
以透明玻璃杯为泡饮茶器的龙井茶艺，由于用玻璃杯冲泡出的茶汤依然用此杯品饮，无需使用有若
琛瓯之称的品茗小杯，既节省了茶器数量，又简化了操作程序，但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某
些品茶的雅趣。一方面茶汤达到适宜品饮浓度之时，茶汤温度往往尚且高于人体的适口温度(研究结果显
示，将 100℃的热水注入 250 mL 的玻璃杯中，需要经过约 18 分钟，水温方可降至 50℃左右的适口品饮
温度。即便用 80℃的温水，达到 50℃左右适口温度的时间也需要 16 分钟左右)。若在达到适口温度之前
品饮，难免烫嘴烫舌烫鼻烫手，令品饮者身感不适；另一方面出于本能，品饮者很有可能会做出吹拂汤
面、张口吐舌的动作，令观赏者目视不雅、心感不悦。
其实，用小小的品茗杯，即可轻松化解此等尴尬。首先，将 100℃/80℃的热水注入品茗杯中，水温
降至人体适口温度的时间至少可以缩短 2/3；其次，高于适口温度的茶汤从泡茶用的玻璃杯中倒入品茗杯
的过程，也兼有使茶汤降温的作用；再者，品茗杯中的茶汤温度即便依旧高于 45℃~55℃的人体适口温
度，但因量小，在被品饮者送入口中的过程中，也很容易迅速降温，令其在触碰舌尖、流经舌缘、通过
舌根的进程中，分别呈现出茶多糖、茶多酚、生物碱等呈味物质最佳的品饮状态。
因此，龙井茶可以通过温杯净器→鉴赏干茶→嘉叶入杯→润泽香茗→初赏茶舞→嗅闻茶香→鉴赏汤
色→品味茶韵→再赏茶舞→感悟龙井的程序，完成其冲泡和品饮的技艺。
龙井茶，色、香、形、味实在美；
龙井茶艺，鉴色、嗅香、赏形、尝味惹人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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