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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原副主席、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榮譽會長
李蒙先生為《茗聲》茶文化特刊親筆題寫了「茗聲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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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世界三大飲料之一。目前，全球產茶國和地區已達 60 多個，佔世界 224 個國家和地區的
27%，飲茶人口超過20億，覆蓋範圍和消費區域極廣，是世界上很多國家的農業支柱產業。茶葉進
出口貿易關聯世界多個國家和多個銷區，過去十年，全球茶葉量平均每年增長 4.4%，茶葉消費量
年均增長 3.8%，茶產業整體發展保持增長態勢，世界茶葉貿易伴隨茶產業的發展亦呈現增長趨
勢，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茶通天下無國界。」茶文化在世界的傳播史已經證明，茶可以跨越疆域、民族和語言，以其溫
柔、包容的稟性，為世界民族融合貢獻着一份深沉無聲的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所引領的「茶敘外
交」，作為全球共商、共建、共享的重要交流符號，推動着世界各國發展共識的凝聚，和人類命運
共同體的打造——一盞中國茶，不僅照見了一個崇尚和平的民族，也照見了整個共謀發展的時代。
過去十年，茶產業整體發展保持良好增長態勢，世界茶葉貿易伴隨茶產業的發展亦呈現增長趨
勢，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國家推行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所覆蓋的一些國家和
地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茶葉生產和消費地區，是踐行此項宏偉戰略的良好試驗田。歷史與時代
的使命，莊嚴降臨於中華茶人的雙肩，它要求我們勇於擔當，催促我們敢於作為，心懷更廣闊的理
想，贏回比昔日更加耀眼的世紀榮光。
中華茶人聯誼會，自 1990 年成立以來，始終致力於推動中華茶人交流合作，發揮橋樑與紐帶作
用；致力於繁榮中華茶文化，促進中國茶經濟，振興中國茶事業。這份使命的題中應有之義，必然
包括對茶文化海內外傳播的投入與融入，以文化交流超越文化隔閡，文化互鑒超越文化衝突，文化
共存超越文化優越，讓整個中華民族，讓更廣闊的人類世界，通過一片小小的茶葉，相互理解、相
互尊重、相互信任。
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合作創立的《茗聲》專刊，就是對「一帶一路」之倡議、對天下茶人同
心聯誼之願景、對茶文化傳承與弘揚之使命的，又一次認真實踐。同時，這也是助力中國茶產業尤
其是香港茶產業發展的新起點，更是以茶為媒、拓寬渠道、提升分貝彰顯中國氣象的新開始。我們
將彼此緊密合作，在這裡以茶會友架設情誼橋、打好文化牌、唱好經貿戲。
如今，我們抱持美好的願望與前行的勇氣會集於此，早已齊備萬事，待「茗聲」之東風。讓我們
沿着和平、繁榮、開放、創新、文明之路夯實根基、培育市場、搭建橋樑，共商、共建、共享茶經
濟融合發展帶給世界人民的福祉，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更多茶人
的智慧和力量。

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會長

世界茶文明之旅 —— 茶馬古道、草原茶路、海上茶路、絲綢之路
茶馬古道

在橫斷山脈的高山
峽谷，在滇、川、藏
「大三角」地帶的叢
林草莽之中，綿延盤
旋着一條神秘的古
道。這就是世界上地
勢最高的文明文化傳播古道之一的「茶馬古道」，是以
馬幫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間國際商貿通道，是中國西南
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馬古道是一個非常特殊的
地域稱謂，是一條世界上自然風光最壯觀，文化最神秘
的旅遊絕品線路，它蘊藏着開發不盡的文化遺產。
茶馬古道源於古代西南邊疆的茶馬互市，興於唐宋，
盛於明清，二戰中後期最為興盛。因康藏屬高寒地區，
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類、酥油、牛羊肉是
藏民的主食，生活在高寒地區的人需要攝入含熱量高的
脂肪，但沒有蔬菜。糌粑又燥熱，過多的脂肪在人體內
不易分解，而茶葉既能夠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熱，故藏民
在長期的生活中，創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習慣，但
藏區不產茶，而在內地，民間役使和軍隊征戰都需要大
量的騾馬，使得騾力供不應求，而藏區和川滇邊地則產
良馬，於是具有互補性的茶和馬的交易即「茶馬互市」
應運而生。這樣，藏區和川、滇邊地出產的騾馬、毛
皮、藥材等，和川滇及內地出產的茶葉、布匹、鹽和日
用器皿等等，在橫斷山區的高山深谷間南來北往，流動
不息，並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日趨繁榮，形成一條延
續至今的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分川藏、滇藏兩路，連接川、滇、藏，延伸
入不丹、錫金、尼泊爾、印度境內，直到抵達西亞、西

茶，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發展的伴隨者和見證者，更是中華
傳統文化的傳播者。隨着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近幾年來中國
茶產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良機。
為進一步擴大中國茶文化的影響，本會與中華茶人聯誼會合作，在香
港《文匯報》合辦「茗聲」專欄。《文匯報》已連續出版71年，是香港
正能量的主流媒體，目前除在香港、內地出版發行，還同步在美國、加
拿大、英國等27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了海外版，讀者遍及五大洲。相信借
助《文匯報》的影響力和發行渠道，「茗聲」對茶文化的傳播更為廣
泛、更有深度。
茶文化是茶產業的根基。茶文化的更廣泛傳播，有助於中國茶產業的
進步和國際化發展。中國是茶的發源地，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全面的茶葉
生產國，生產高質量的六大茶類。藉助「茗聲」專欄，我們通過文化先
行的方式，更有效地、科學地、精準地傳達，讓更多國家人民接受茶、
喜歡茶、消費茶，擴大中國茶的消費對象，中國茶產業才能繁榮昌盛、
可持續發展。茶文化的國際化傳播，將整合推動中國茶行業的整體進
步，在國際上提升知名度與品牌價值。
「茗聲」專欄設有「煮茗論道」、「芳茗齊放」、「雅茗飄香」、「茗
人茗語」、「茗典百科」和「茗傳天下」等版塊，內容將涉及茶行業前
沿信息播報、茶企風采展示、茶行業專家抒發見解、民間傳統茶文化生
活與習俗的展示、茶的知識科普等，通過專業化、多元化、趣味化的方
式，來展示中國茶企的風采，講好中國茶故事，呈現中國茶產業、中國
茶文化發展的風貌。
我們相信，有中華茶人聯誼會的大力支持和與香港中茶協的精心合
作，我們一定能在推動中國茶業向世界拓展，促進中華茶人之間，與國
外茶界同行的交流與合作，在繁榮中華茶文化和推動中國茶產業發展的
偉大進程中，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殷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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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紅海海岸。滇藏茶馬古道大約形成於公元六世紀後
期，它南起雲南茶葉主產區普洱，中間經過今天的大理
白族自治州和麗江地區、香格里拉進入西藏，直達拉
薩。有的還從西藏轉口印度、尼泊爾，是古代中國與南
亞地區一條重要的貿易通道。普洱是茶馬古道上獨具優
勢的貨物產地和中轉集散地，具有悠久的歷史。

草原茶路
在西方，最早從中
國傳入茶葉的是俄羅
斯。隨着蒙古人的擴
張，蒙古騎兵隨身攜
帶的茶磚引起人們的
好奇，廣袤的蒙古大
帝國分裂，使遊牧民族的飲茶習慣在中亞和西伯利亞固定
下來。有關史料證明，俄羅斯人聽聞茶的時間始於 1567
年，當年到過中國的兩位哥薩克首領彼得羅夫和亞里捨夫
曾經描述過一種不知名的稀奇的中國飲品，這種飲品在當
時的西伯利亞東南部及中亞地區已經比較普及。
清康熙帝在位的 1679 年，中俄兩國簽訂了關於俄國
從中國長期進口茶葉的協定。雍正六年
（1728 年）
，中俄
正式簽訂《恰克圖條約》恰克圖闢為國際商埠。中國的
茶商出長城，經過今天蒙古的烏蘭巴托，到達恰克圖與
俄商交易。中國茶葉在俄羅斯社會受到普遍歡迎，茶葉
貿易日趨繁盛，並形成獨特的俄羅斯飲茶文化。
為了滿足國內不斷增長的需求，同治二年
（1863年）
以
後，俄人相繼在漢口、福州、九江等地開設茶廠。1893
年聘請中國茶師劉峻周並帶領一批技術工人赴格魯吉亞
傳授種茶、制茶技術。迄今，俄羅斯仍然是世界茶葉消
費大國。

茗齊放

芳

品質 品牌 渠道 多方位打造「國飲中茶」
70 年櫛風沐雨，中茶始終秉承自然、生態、安全、健康的理念，通
過產品質量、品牌推廣、渠道建設三方面的努力，打造「國飲中
茶」；通過從茶園到茶杯的全程監控，把控產品品質，為消費者奉獻
質量過關、安全放心的產品。近年來，中茶持續加大在品牌推廣方面
的投入。產品屢屢在 2014APEC 會議、博鰲亞洲論壇、「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上合組織青島峰會、
首屆進博會等國家各類大型外交活動中亮相，持續提升中茶品牌在世
界層面的品牌影響力。此外，中茶不斷強化渠道建設，努力提升市場

競爭力。近期，中茶和歌德盈香成立了中茶網絡科技公司，利用專業
團隊拓展電商渠道，探索茶酒融合，通過線上和線下全渠道佈局，打
造領先的中國茶葉流通領域新零售公司。

與新中國共同成長 中茶擔負振興中國茶產業重任

茗傳天下

商+農戶」的合作形式收購茶葉主產區原料茶，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為茶農創造經濟效益；在茶葉主產區推行無公害種植技術，引導茶農
生產適合市場需求的茶葉產品，在茶農與市場之間建起一座橋樑。
未來，中茶將繼續以匠心打造品質產品，堅定走品牌化發展之路，
為消費者提供優質安全的產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中茶成立於1949年，是新中國第一個國有公司。建國伊始，百廢待
興，自誕生之日起，中茶便擔負着重振我國茶葉事業的歷史重任，通
過大量艱巨的創建工作，我國茶葉生產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茶葉出
口創匯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貢獻。
70 年來，中茶持續加強技術創新，不斷引領行業優化升級；堅持綠
色發展，推進綠色加工，提升機械化水平，將優質原料變成優質產
品。成功研製的普洱茶「熟茶」人工渥堆後發酵工藝、新工藝白茶、
黑茶勻堆發酵設備樣機等，都對行業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推動了產
業的發展。
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中茶不忘帶動茶農增收致富。以「公司+供應

茶葉向中南半島的
傳播由來已久，但大
規模的交流活動應始
於鄭和下西洋，自永
樂三年
（1405 年）至宣
德八年
（1433 年）的二
十八年間，鄭和率眾七次遠航。所經南陽、西陽、東非
國家共30餘國，加深了與各地貿易和文化交流。鄭和下
西洋開通了南洋商道，促進了對東南亞貿易的發展。福
建、廣東也開始有移民至這些地區，帶去茶種和飲茶的
習慣。
茶葉向東非洲傳播也始見於鄭和下西洋。當鄭和的船
隊到達木古都束
（今索馬裡摩加迪沙）
時，國王親自去歡
迎，並且設宴款待，鄭和向國王和王妃贈送了絲織品、
陶器和茶葉。
15世紀初，葡萄牙商船來中國進行通商貿易，茶葉對
西方的貿易開始出現。公元161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
荷蘭船首航從爪哇島運中國茶到歐洲。公元1668年，英
國東印度公司成立，並自行經營本國的茶葉貿易，最
初，荷蘭和英國都自印度尼西亞的爪哇間接進口茶葉，
自1689年起，直接從福建、廣東收購茶葉，此後中國茶
葉輸出日益興盛。
向東，茶葉傳播至今天的朝鮮半島和日本，時間最
早，自唐宋即開始，據傳六世紀中葉，朝鮮半島已有植
茶，其茶種是由華嚴宗智異禪師在朝鮮建華嚴寺時傳
入。至七世紀初飲茶之風已遍及全朝鮮，後來，新羅在
唐朝的幫助下，逐漸統一了全國。新羅的使節大廉在唐
文宗太和後期將中國的茶籽帶回國內，種於智異山下的

■中茶協會長楊孫西

■中茶協執行會長張國良

國禮茶之恩施玉露品茗會
暨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茶友會成立大會
6 月 15 日，由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
（中茶協）
主
辦，湖北潤邦茶業和匯天下協辦的國禮茶之恩施玉露
品茗會暨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茶友會成立大會於
香江國際大廈舉行，中茶協會長楊孫西、執行會長張

茗

典百科

易也曾數度影響世界；在海陸絲綢之路上，茶葉發揮着重要作用，可以說絲綢
之路亦是一條「茶葉之路」
。
茶葉作為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經貿往來的重要商品，是中華文明傳播並

為弘揚中國茶文化以及優秀傳統文化做出的積極貢獻。
在精耕產品的同時，正山堂也在不斷深耕中國茶文化內涵，相信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
企業成為中國文化的傳承者與傳播者，成為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的推動者。

影響世界的重要象徵。以紅茶為例來說，正山小種紅茶在中國武夷山桐木關

茶為國飲，立足中國，推向世界，成為聯繫世界各國的橋樑和紐帶，茶文化是中華文化復興

誕生後，傳至海外，曾風靡歐洲，還引發盛行至今下午茶文化，影響世界飲

的重要組成部分。隨着中國國力的強盛和文化自信的不斷提升，隨着國家「一帶一路」的建

茶風尚。有數據顯示，當前全球超過 80%的國家和地區都飲紅茶為主，茶在眾多國家和地區

設，中國茶也將繼續活躍在世界舞台上，成為造福人類的共同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中國茶文

中，漸漸從入口之物成為入心之品，一杯茶，足以相通民心。

化也將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強大力量。未來將有越來越多以正山堂為代表的中國茶企，

茶兼有物質性與文化性兩大特性，其本身所具備的包容性、親和力和凝聚力等屬性，有利於
更好地推動中外文化交流，在各國語言和文化的雙
向交流中，它便是精神載體。時至今日，全球有
160 多個國家與地區近 30 億人喜歡飲茶。作為世界
茶文化和茶生活方式的鼻祖，中國茶承載着更深厚
的精神文化內涵。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導下，茶葉將
起到促進各國人民民心相通，助推國際交流與合作
的重要作用。
正山堂，作為正山小種紅茶的傳承者、金駿眉紅
茶的創始者，一直以來也在積極倡導與傳播中國茶
文化的，擁護與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從正山小
種紅茶的堅守傳承到金駿眉紅茶的創新發展，再到
近年以來對構建駿眉中國紅茶產業體系、積極推動
駿眉紅茶標準制定，正山堂茶業為復興和發展中國
紅茶做出積極的努力。從成立正山堂書畫院，中國
楹聯學會茶文化書畫院，到全國範圍內舉辦茶文化

努力讓全世界共飲中國品質好茶，共享中國文化魅力。

茶葉傳入中亞，據
傳是在公元六世紀
時，由回族人運銷至
中亞細亞。但並沒有
證據表明，古老的
「絲綢之路」上有茶
的痕跡，不過中唐以後，中原地區的飲茶習慣向吐蕃和
回紇少數民族聚集的邊疆地區傳播，客觀上為茶葉向中
亞和西亞傳播創造了條件，這一時期，居住在中亞和西
亞的人們應對茶葉有一定的了解。
十世紀，蒙古商隊來華從事貿易時，將中國茶磚從中
國經西伯利亞帶至中亞以遠，到元代，蒙古人遠征，創
建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中國文明隨之傳入，茶葉開始
在中亞飲用，並迅速在阿拉伯半島和印度傳播開來。明
清之際，通過新疆的「絲綢之路」成為一條「茶之
路」，由商隊翻越帕米爾高原，源源不斷地把中國的茶
葉輸往各個國家。

國良、秘書長劉偉忠、香江會匯天下總經理楊莉瑤、
湖北潤邦集團董事長張文旗等出席此次活動。
在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茶友會成立大會上，中
茶協會長楊孫西和執行會長張國良發表講話，表達了
對茶友會成立的祝福和
美好前景的展望。在國
禮茶之恩施玉露品茗會
上，恩施玉露非物質文
化遺產製茶技藝傳承
人、湖北潤邦集團董事
長張文旗為現場茶友們
詳細講解了恩施玉露的
歷史文化、品牌發展歷
程、傳統手工製作技
藝、現代化工藝復興之
路和沖泡方法等知識，
現場反響熱烈。

6 月 21 日至 27 日，中茶海堤嫁女茶
「時光說愛」推薦會在香港華豐國貨商
場成功舉辦，吸引了一大批香港市民駐
足、品鑒，現場人頭攢動，熱鬧非凡。
來賓們品飲了包括「鳳凰單樅夜來
香」、「海堤金磚」、「嫁女茶」在內
的多款海堤新品。期間，「海堤金磚」
因其金花茂盛、菌花香濃、滋味醇厚的
特色，在品飲過程中獲得了大家一致的
認可。
中茶廈門公司總經理助理王森表示，
華豐國貨有限公司創辦於 1963 年，已經
是香港家喻戶曉的國貨商場。中茶海堤
茶葉同樣立足於民生，堅持做老百姓喝
得起的放心好茶，相信在華豐國貨與海
堤茶葉的共同努力下，越來越多的香港
消費者將能更方便地喝到健康、美味的
海堤茶。

香港青少年安徽茶文化之旅
學
■員們於謝裕大茶園合影

正山堂 讓世界共飲中國品質好茶
詩詞大賽，積極推動茶與書法、楹聯、詩詞等傳統優秀代表文化跨界交流與創新，正山堂茶業

絲綢之路

中 茶 海 堤 嫁 女 茶「 時 光 說 愛 」

■品茗會現場

茶從中國起源，飲茶習慣從中國走出，茶文化從中國向外影響世界，茶葉貿

華嚴寺周圍，朝鮮半島的種茶歷史由此開始。
中國茶及茶文化傳入日本，是以佛教傳播為途徑而實
現的，日留學僧最澄，永貞元年八月與都永忠等一起從
明州啟程歸國，從浙江天台山帶去了茶種。據《日本社
神道秘記》記載，最澄從中國帶去茶種後，植於京都日
吉神社旁（現日吉茶園）。日僧都永忠與最澄等一起回
國，都永忠平生好茶，弘仁元年四月，天皇經過梵釋寺
時，作為該寺大僧的都永忠，親手煮茶進獻，天皇則賜
之以御冠。最澄茶園是日本種植茶樹的開始，後由榮西
和圓爾辯圓的反覆引種，茶葉得於在日本擴大種植，並
形成日本茶道這朵世界文化奇葩。

楊孫西

擔負時代使命 盛世國飲中茶
與共和國同齡的中國茶葉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中茶」）首家入選「新華社民族品牌工程．中華
老字號振興行動」。作為老字號資源庫中唯一一家
全品類茶葉企業，中茶擔負着傳承中華茶文化，振
興中國茶產業的時代使命。

海上茶路

三伏天 就要喝湘益茯茶
三伏天是全年中天氣最熱，氣溫最高，陽氣最盛的階段，此時人體為了順應天時處於「陽
盛於外而虛於內」的境地，汗液增多，常常導致人體陽氣宣發太過，而體內陽氣匱乏。此時
如果過度貪涼易導致內寒過甚，以至於體內陽氣更衰。
三伏天的時候，人體的營養素和水分損失較大，消化系統功能變差，加重了食慾不振、四
肢乏力的感覺，而茯茶則是緩解上述不適症狀的良藥。它不僅能促進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對
蛋白質的酶解，有利於蛋白質的消化吸收，消食解膩，還能有效調節腸道菌群平衡，進而調
理腸胃。
那麼茯茶到底的功效在哪呢？具體有：

一、清理腸胃
夏天人們喜歡食用生冷食物，再加上天氣悶熱食物很容易變質，因而夏天也是腸胃最
容易出問題的季節。而茯茶最大的功能之一就是清理腸胃。主要是因為茯茶獨特的工藝
能夠自然產生豐富的益生菌——冠突散囊菌。像鬧肚子、便秘等腸道問題，都是因為體

內缺乏益生菌而引起的。

二、抗氧化與美白
夏天烈日暴曬，會導致皮膚曬傷、老化，出現乾燥脫皮、色斑、皺紋等問題。而長期飲用
茯茶，則可以對黑色素產生顯著的抑製作用，延緩衰老、美白肌膚、減少皺紋。因為茶中有
一種活性細胞素，這種活性細胞素有着與人體酵素極其相似的結構組織，當它作用在體細胞
中時，就會產生很強的抗氧化功效和清除自由基作用。由於茯茶中的活細胞酵素是在生產加
工過程中經由發酵工藝完全自然產生的生態細胞素，因此茯茶的酵素相對於其他茶類來說具
有很高活性。

三、消脂減肥
酷暑炎炎，衣着自然也該清清涼涼，不過這樣一來贅肉就無處藏身了。加上許多都市人到了
夏天又喜歡呼朋喚友地聚在一起吃烤肉、喝啤酒，很容易堆積脂肪。您要想在夏季保持清爽健
美，不妨常常飲用茯茶。茯茶經過獨特的發酵過程，會生成一種
新的物質—脂肪分解酵素，這種物質使茯茶成為最好的減肥茶
飲，其分解脂肪能力是很有科學根據的，茯茶也因此常被譽為
「瘦身茶」。

湘益茯茶專注「金花茯茶六十一年」
湖南省益陽茶廠有限公司，創建於 1958 年，系國家民委、
財政部等國家部委定點的、全國最大的茯磚茶生產廠家、全國
最大的茯磚茶原料代儲企業，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茯磚茶製作
技藝唯一傳承保護單位，茯茶國家標準制定者，茯茶國家標準
起草、制訂單位。
湘益茯茶能集四個國字頭稱號為一身，足以說明湘益茯茶在
行業內無可撼動的地位，是茯茶生產工藝的標桿企業。
茯茶湘益味——黑茶領頭羊！

為推進安徽茶文化以及徽文化在港的年輕
化發展，6 月 1 日至 5 日，中國茶文化國際交
流協會
（中茶協）
舉辦了香港青少年安徽茶文
化考察活動，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
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的 11 名香
港青年參加此次活動。
此次考察團以學習安徽茶文化和體驗徽州
文化為目的，寄「學」於「遊」。學員們通過親
自參與茶葉的製作過程，加強了對以黃山毛
峰、祁門紅茶、松蘿茶為主的黃山名茶的了
解，對以宏村、潛口民宅為代表的徽文化建
築的認識，促進了以徽茶、徽派建築為代表
的徽文化在港的年輕化發展。

戰略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