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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有山、有水、有情」

公元2020年，屬農曆庚子年（鼠年），
中茶窖藏六堡茶隆重推出「中茶．窖藏六堡
曙乾罐」，賀新歲，迎新年，庚子迎春，和
春美滿。曙為光，乾為天。天上有日、月、
星三光。《莊子．說劍》道：上法圓天，以
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
以安四鄉。
中茶．窖藏六堡曙乾罐，對上遵循日月流
轉靜待歲月窖藏，對下擇取天然饋贈茶樹春
芽為葉，居中則以「做老百姓喝得起的放心
茶」為製茶初心，順天地民意，獻鼠年臻品。

天以仁愛生長萬物，
使萬物生生不息，中茶
窖藏六堡茶以道、德、
仁、義、禮為立業根

本，背靠七十年根基創佳績，不忘初心再出
發，未來前程必將如乾坤恆健運轉，生生不
息。

崇寧通寶 錢鑒鑄造
漢朝時，開始禁止民間私鑄錢幣，由國家
統一鑄幣，古代的銀監機構——錢監，由此
誕生。錢鑒的誕生讓貨幣走向了規範化。宋
朝經濟發達，鑄幣行業空前繁盛，當時全國
設有錢監26處，江南地區有「衡、舒、嚴、
鄂、韶、梧」六大錢監，其中的「梧」指的
是梧州錢監，梧州是宋朝的嶺南經濟中心，
「崇寧通寶」等重要流通貨幣，多經梧州錢
監鑄造。中茶梧州公司新加工廠坐落於梧州
錢鑒，即宋朝梧州錢監的舊址。

崇寧通寶是北宋徽宗趙佶崇寧年間
（1102-1106年）始鑄，年號錢。有崇寧通寶、
崇寧重寶和崇寧元寶三種。崇寧通寶當十
型，錢文為徽宗親書，所以又其為御書錢。

五鼠運財聚財納福
「中茶．窖藏六堡曙乾罐」作為中茶窖藏
六堡茶桂林窖藏基地開窖紀念茶，罐體選用上
好的坭興陶原料，罐型飽滿，色澤烏亮；罐蓋
刻有「中茶窖藏六堡茶桂林窖藏基地開窖紀
念」字樣以示紀念；罐蓋上方雕刻有子鼠，子
鼠身上的毫毛清晰可見，表情活靈活現，子鼠
手中環抱「崇寧通寶」，寓意子鼠聚財；罐身

正面雕刻栩栩如生的「五鼠運財」形象，寓意
着鼠運財來、聚財生金；罐身背面印有中茶窖
藏六堡茶商標，彰顯品牌。
「中茶．窖藏六堡曙乾罐」精選高山春茶
原料精心製作而成，為後期轉化奠定基礎，
外形上條索緊細，金毫顯露，色澤棕褐，歷
經近三年的窖藏陳化，醒茶開湯，湯色深紅
明亮，濃郁茶香結合高山春茶花香沁人心
脾，細品茶湯，滋味甜醇滑口，淡淡花香縈
繞口齒令人回味，葉底棕褐柔軟有活性，夯
實的原料基礎加之匠心的加工工藝，再結合
量身定做的窖藏陳化，造就了一款宜品宜藏
宜作佳節賀禮之美茗。

中茶中茶．．窖藏六堡曙乾罐窖藏六堡曙乾罐：：曙光破曉曙光破曉 乾元亨通乾元亨通

茶為國飲送茶是送文化之溫情
人送禮，講究禮輕情意重，送茶其實不止是送茶葉，更是送

文化，中國茶文化5000多年，是東方文化的象徵，已根植於中
國傳統。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中國人對茶的熟
悉，上至帝王將相、文人墨客，下至挑夫販竹、平民百姓，無
不以茶為好。而中國傳統節日，七夕鵲橋以茶為媒、中秋月圓
以茶懷鄉、重陽尊老以茶益壽、新春歡慶以茶待客等，茶飲不
僅是親朋團聚、傳遞祝福、表達感情的媒介，還是中國節日文
化的特定符號。例如在宋代，茶可以說是天下通行的飲品。或
者說，茶是宋代的一種馨香流動的語言。彼此之間，只要使用
這種語言，看對方能否將其中情思和品味接收，便能判斷是否
遇見了真知音。古人過日子，無論是消愁解悶，還是走親訪
友；無論是起房蓋屋，還是談婚論嫁；無論是有事相求，還是
酬答言謝……茶都是他們自然而然、十分靠前要去考慮的存
在。有人煙處，便有茶，便有茶的趣味和格調。因此佳節送
茶，送的更是文化與品位，送的是華夏兒女對數千年深情文化

傳統的一種古老共識與默契。

飲茶保健送茶是送健康之追求
人們送禮，越發講究儀式以外的更多意義。單純為了節日送

禮，順承一種傳統習慣，自然沒有不好，但似乎略顯乏味，不
夠深刻。而茶是世界第一大保健飲品，古有神農嚐百草以茶解
毒，飲茶能止渴生津、消食去膩、排毒醒酒、利尿通便、祛痛
風、防輻射、緩衰老等對健康的裨益作用，古今醫典、中外科
研都對其藥用功效頗為
肯定。特別是現代人生
活高壓、人類亞健康狀
況日益明顯，茶飲作為
風靡全球的時尚養生
品，自然廣受青睞，
「送茶更送健康」的觀
念更是深入人心。此
外，茶非快消品，數百

克的茶葉往往夠飲許久，因而一份茶禮伴隨對方的時
間要比一般物品更長、感受更真切。飲茶是種享受，
還能帶來健康，是一種能長時間切身感受到的誠意和
惦記，對於送禮來說，有什麼比能加深對方對自己的
印象、更深切的維護雙方友好關係更重要的事情呢。

茶多內涵送茶是送精神之明鏡
古語有云「茶有十德」，認為飲茶除了可健身外，

還能「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
可雅志」。茶禮，是禮文化、茶文化、主客之道、交往之
道的完美結合。選茶為禮，既符合自古以來「禮輕情義
重」的內涵，又能充分體現既傳統又現代的中國溫雅文
化。中華民族是禮儀之邦，以茶待客是我們最為傳統日常
社交和家庭生活中的待客之道，客來賓至，清茶一杯，可
以表敬意、洗風塵、敘友情。而看似簡單的一杯茶，其實暗含
了許多學問，好茶上桌時，諸多別有情致的禮儀與講究也便順
理成章地登場，主客之間能借此互傳尊敬之意，共營祥和的品
飲和言談氛圍。茶作為一種極具包容性的載體，可以憑茶引起
諸多高雅溫暖的話題，可以借茶品或長或短的一段沉靜豐富的
時光。德行在其中，修養在其中，品味在其中，志向在其中。
因此可以說，茶之為禮，更是贈與他人與自己一面清澈的鏡
子，其中可以照見中國人明月清風的靈魂。

「青燈耿窗戶，設茗聽雪落。」在這飄雪的季節，又
逢新年的節日在即，與三五知音、家人團座，品一杯吳
裕泰的柑普茶、柑白茶，濃郁果香邂逅醇厚茶香，茶煙
裊裊，唇齒留香；送一份色彩繽紛的吳裕泰茶禮，讓它
溫柔代替了更多言語，令自己藏一份深情，也令對方存
一片茶心。

柑普茶與柑白茶
陳皮與茶葉的組合，兩種看似相去甚遠的元素，卻相
得益彰。亦如一見傾心的愛情，珠聯璧合，碰撞出渾然
天成般的美妙滋味。
柑普茶代用茶，其以新會柑為原料，將新鮮的柑橘頂

部開個小洞，留下「小帽子」，再將果肉挖走，將普洱
填進去，蓋上帽子，經過乾燥，即成為眾人熟知的柑普
茶。結合了陳皮獨有的果味清香和茶葉特有的厚重醇香
的柑普茶，因其獨特的滋味被眾多茶友喜愛。實際上，
將柑橘挖洞去肉填進普洱茶雖是近代的產物，但其歷史
可追溯至唐代，陸羽《茶經》裡有提到有加入橘皮煮
茶，因為實現簡單，在民間被廣泛使用且歷史悠久。而
柑普茶的出現，更是因其
小巧可愛的形象，讓陳皮
與茶葉的組合，被更多人
所喜愛。吳裕泰更是在柑

普的基礎上，創
新推出了柑白
茶，融合了柑果
的清新，與白茶
的溫潤，滋味更
是甜醇。

世界上國家民族眾多，不同的文化與生活方式產生了不
同的節日習俗，而今隨着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中西方
文化習俗也不斷交融發展着。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禮儀之
邦，崇尚禮尚往來。尤其逢年過節，走親訪友、贈送節禮
已然成為一種傳統的風情民俗。俗話說，禮輕情意重，提
上心意禮物，走訪親友，談天說地，歡笑聊天，品一杯
茶，享一桌家宴，乃節日一大樂事。中國的春節、西方的
聖誕節，都是最為盛大喜慶的節日，東西方的人們則不約
而同常常會以茶這種美好的事物來慶祝。
「茶」作為延綿發展千年的一種飲品，產生於中國，流

行於世界，中國飲茶的習俗可追溯至秦代以前，到了唐代，飲茶已風靡
全國。由茶衍生出的茶文化更是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給人帶來物質和
精神的雙重享受。
1568年，正山小種在武夷山桐木誕生，由正山堂江氏先祖創始。1604
年，隨着世界貿易的開展，荷蘭商人將正山小種紅茶引入歐洲，1662年
進入英國皇室，隨後掀起風靡歐洲的下午茶文化，飲茶這一習俗在西方
社會也逐漸盛行開來。目前，紅茶已經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茶飲，正值

年末歲初之際，茶作為國飲，更是人們送禮的不二選擇。
送茶不止是送茶葉，更是送文化，在中國傳統節日，七夕鵲橋以茶為
媒、中秋月圓以茶懷鄉、重陽尊老以茶益壽、春節歡慶以茶待客等，茶
飲不僅是親朋團聚、傳遞祝福、表達感情的媒介，更演變為中國節日文
化的特定符號。因此佳節送茶，送的更是文化與品位。
同時，茶是世界第一大保健飲品，古有神農嚐百草以茶解毒，喝茶

能止渴生津、消食去膩、利尿通便、防輻射、緩衰老等，古今醫典、

中外科研都肯定了
其藥用功效。特別
是現代生活高壓、人類亞健康狀況日益明顯，茶飲作
為風靡全球的時尚養生品，「送茶更送健康」觀念更
是深入人心。
正山堂作為傳承紅茶450餘年的品牌企業，是正山小

種紅茶的傳承者，金駿眉的創始者，品質上乘，絕對是
春節送禮的最佳選擇。近年來，正山堂禮茶更是多次在
重大的國事外交盛會中，作為「國禮茶」禮贈各國領導
人，展現中國茶文化的內涵與底蘊。

正山堂金駿眉，原料採自武夷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565平方公里的原生
態高山茶樹茶芽，湯色金黃清澈、味香、甘甜、鮮活，高山顯韻。正山
堂金駿眉紅木禮盒，以經典紅色為主調，整體設計簡約大氣，低調中彰
顯高雅品味。
正山堂全家福禮盒，集齊了正山堂金駿眉、銀駿眉、百年老樅、妃子
笑、水底香五款進店紅茶，美好寓意，闔家團圓，一次暢享五中風味，
送人或自己珍藏品飲皆可。

神農華夏的始祖，傳說神農率先民戰勝饑荒和疾
病，實現了百姓安居樂業，其中神農的最大貢獻之
一就是發現了茶的價值，自然也包括了其交換價值
與媒介價值。
禮之用，和為貴。茶是最能體現「和」的物品，
古往今來，人們皆喜愛以茶為贈品。通常古代男方
向女方下聘，以茶為禮，稱為「茶禮」，又叫「喫

茶」。明人許次紓《茶疏》說：「茶不移本，植必
子生。古人結婚，必以茶為禮，取其不移植之意
也。今人猶名其禮為下茶，亦曰喫茶。」因茶樹移
植則不生，種樹必下籽，所以在古代婚俗中，茶便
成為堅貞不移和婚後多子的象徵，婚娶聘物必定有
茶。由此可窺茶之為禮在中華文明史上是早已留下
深刻印記的。

為弘揚中華茶文化，湖南茶葉博物館結合了湖南
茶文化特色，指導湘茶園茶文化中心精心設計了三
款代表湖南的茶產品。
君山銀針被譽為「茶蓋中華、價壓天下」，在杯

中有三起三落和雀舌含珠的景觀，兼具輔助健康和
觀賞於一體。
千兩茶是黑茶品種，創製於湖南省安化縣，是安

化傳統名茶，以每卷（支）的茶葉淨含
量合老秤一千兩而得名，因其外表的篾
簍包裝成花格狀，故又名花卷茶，它是
湖南對外文化交流的一張名片，「世界
只有中國有，中國只有湖南有，湖南只
有安化有」是最好詮釋。
茯磚茶在伏天加工，故稱「伏茶」，

以其功效似土茯苓，就由「伏茶」美稱

為「茯茶」或「福磚」，長期飲用茯茶的功效已經
得到茶學、醫學、微生物學等領域專家的廣泛認
同，在我國西北地區，留傳有「寧可三日無食，不
可一日無茶」、「一日無茶則滯、二日無茶則痛、
三日無茶則病」的俗語。

湖南茶葉博物館是由湖南省茶業集團投資，經
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面向全社會開放的茶
葉專業博物館，由中國工程院院士劉仲華兼任館
長。館內面積3,500平方米，由茶文化歷史展廳、
茶樹資源圃、茶文化體驗區三部分組成，珍藏了各
種年份老茶、傳統製茶器具、瓷器、紫砂、字畫
等藏品416件，目前
是 湖 南 省 科 普 基
地，湖南省社會科
學普及基地。

華夏傳承華夏傳承 湖湘茶禮湖湘茶禮

果味遇茶香果味遇茶香 禮茶獻知音禮茶獻知音

吳裕泰250g罐裝柑白茶：
內裝產品由6年樹齡的新會
柑果與白茶相搭配；干茶條
形綠褐、稍顯白毫，香氣純
正；茶湯淡黃明亮，入口甜
醇，回甘生津。

吳裕泰250g罐裝小青柑：
內裝產品由6年樹齡的新會
柑果與宮廷普洱茶相搭配；
柑果切口圓整，色澤褐綠，
油囊明顯；茶湯橙黃明亮；
滋味醇和、果香濃郁。

吳裕泰400g罐裝柑普茶：內裝
產品由6年樹齡的新會大紅柑與宮
廷普洱茶相搭配，柑果切口圓整，
色澤棕紅；茶湯紅濃明亮，果香甜
潤，口感醇厚；在符合貯存條件的
情況下，可長期保存。

吳裕泰48g分享裝（橙盒）：內裝產品是含
「小青柑」（2顆）和「柑普茶」（1顆）的混
合裝。
吳裕泰35g分享裝（綠盒）：內裝產品是「小

青柑」和「柑白茶」（各2顆）的混合裝。
柑果的表皮含有豐富的油性物質，吸入潮氣或

者其他味道，會讓自身的味道發生變化，吳裕泰
牌柑普茶、柑白茶全系列皆為獨立包裝，便於攜
帶，密封性強，柑皮和普洱茶兩者中的內涵物質
更好融合，完美保留了柑普茶、柑白茶的風味。

中國茶中國茶 新春禮新春禮 心意到心意到

品茗論道
新年佳節將至，你的茶禮是

否已備好？以茶作禮之風，古已

有之。對茶精通的曹雪芹，在其所

著的《紅樓夢》中，就有襲人回家

去吃年茶和寺廟舉辦新年茶禮等活動的描述，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民間新年茶俗的普

及狀況。時至盛世今日，過節送禮總有成

百上千種選擇，但中國茶禮，仍舊是

難以取代的上佳之選。

吳裕泰牌柑普茶、柑白茶系列新品上市，時尚的設計
點亮了生活，陳皮的香氣和茶的醇厚喚醒了冬日！

除此之外，吳裕泰還貼心推出了小巧分享裝，供各位嘗鮮！

茶茶 禮禮
中國人古來不變的深情問候中國人古來不變的深情問候 20多年前的冬天，首次踏進武夷山，為的是尋找武

夷巖茶的魅力，今次重遊再次感受他的天然風貌及製
茶人的堅持，遠離浮躁的城市，尋求心靈的沉靜。
漫步下梅村古鎮，「萬里茶路」的起點，欣賞「三
雕」磚雕、石雕、木雕藝術於一體的古民居建築群，
陶醉在古韻中。再步到蜿蜒山谷，天遊峰猶如置身於
蓬萊仙境，山路陡峭，挺拔險峻，爭奇競秀，起伏環
繞。陶醉在九曲竹筏漂流，構成一幅碧水丹山的天然
美景，詩情畫意。
今次尋茶之旅最高興的是重遊九龍窠景區看到大紅

袍母樹。至今已有350多年的歷史，陡壁懸崖，這六
株母樹生長在崖壁上，巖壁遮擋着直射的陽光，潺潺
清泉從巖頂流下，造就了茶韻甘潤的頂級茗茶。記得
20年前，在母樹下泡茶，當時繁殖的茶樹被稱為「小
紅袍」，現在的小紅袍根據山頭、品種也有各自各的

名稱，但我仍愛香氣馥郁的大紅袍，蘭花香氣高香持
久，回想青蔥歲月，再次細品「巖韻」。
尋茶之旅另一精彩的行程是到訪正山小種的產地——
桐木關。關內天然生態，擁有美譽「鳥的天堂」、「蛇
的王國」、「昆蟲的世界」，高山聳峙入雲，蜿蜒起
伏，樹木竹林盎然茂密。我們還獲得「正山堂」熱情接
待，參觀青樓的煙熏工藝，品嚐真正的「桐木關正山小
種」紅茶，濃醇的松香味，隱於其中的桂圓香，茶甘甜
清涼，這就是正山小種原初的味道。
另外，最窩心的莫過於得到著名茶人、大紅袍製作

技藝非遺傳承人王順明先生的熱誠接待，他親手沖泡
琪明茶業最頂級的「琪明守藝」巖茶。敬佩他堅守傳
承和努力創新精神。我們還造訪了駿德茶業總經理梁
添雄先生，其父親梁駿德是最著名的金駿眉首泡製作
者，梁老師用簡單幾字把正山小種的特色形容出來：

「松煙香、桂圓湯、桐木關」。
我們也有幸來到香江名苑，學習武夷巖茶的歷史起

源、種植區域、種類及分佈等知識。還親自體驗了巖
茶製作工藝的搖青、殺青、揉捻等，感受做茶人的雙
手在熱鍋上炒茶，晚上通宵製茶的辛酸，每片茶葉也
有他們的汗水。
我在中茶協學習並考取了國家中級評茶員資格證後,

尚未有真正在外作審評茶葉的機會，今次很高興跟國
家級武夷巖茶（大紅袍）製作技藝非遺傳承人張回春
老師以審評的方式品鑑巖茶，讓我有機會實踐評茶技

巧，更能欣賞做茶人不同工藝的精湛。
這次旅程收穫十分精彩豐富，除了品嚐很多精品

茶外，還認識了一群熱愛茶的朋友大家互相學習，
帶了很多巖茶及紅茶的知識回港。最後一天，也有
機會參加「天心村鬥茶節」，像日本人賞櫻花一
樣，在幽美的公園內進行鬥茶活動，在大自然的環
境下，在口中茶香縈繞。武夷山擁有悠久的茶文化
歷史，天然的環境，大家都是為茶而來，讓人感受
到「山、水、情」濃。

文 | 劉家美

17世紀，英國開始進口茶葉，但知者寥寥。17世紀中
期，葡萄牙公主凱瑟琳嫁入英國皇室，將她長期飲茶的
習慣一併帶入，使飲茶在英國宮廷盛行起來，繼而推廣
至王公貴族和豪門世家。此時，由於中英之間航行時間
長達兩年之久，且受氣候、天氣等影響，船隻能否順利
返航，亦是未知數，故而運費相當昂貴。中國茶被認定
「奢侈品」，政府對其抽以重稅，使茶價極為昂貴，只
有王公貴族和一些富裕中產階層得以享用。
18世紀末，政府降低了茶稅，茶葉價格隨之降低。與
此同時，為了讓工人階層擺脫酒精依賴，飲茶廣受推
廣。據統計，18世紀時，倫敦已有2,000家茶館。
兩百年間，茶漸漸成為英國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於
是，在飢腸轆轆的下午，茶成了英國人的不二之選。但
「下午茶」這一形式得以固定，得益於一位公爵夫人。
安 娜 ． 瑪 利 亞 ． 羅 素 （Anna Maria Russell，

1783-1857）——第七任貝德福德公爵夫人，她是維多利
亞女王的好友及侍寢官，首相約翰．羅素的嫂子，也是
倫敦社交圈的紅人。19世紀中葉，幾經探索，她終於發
現給茶配上蛋糕或者三明治，是下午的最佳搭配。每日
下午四點左右，僕人會將這些送到她的臥室。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伯爵夫人開始邀請朋友們一起品

嚐她選擇的下午茶和茶點。在當時的英國社會，女士單
獨出現在咖啡館，甚至茶館，都會引來非議，留下壞名
聲。故而，這種在家裡舉行的午間活動很快便受到上流
社會女賓們的追捧。大家紛紛開始在家中客廳舉辦下午
茶會。隨着維多利亞女王的加入，下午茶轉變為「茶
宴」。有時，參與人數達200人之多。下午茶的時間一般
在下午四點至五點之間。隨着夏天的到來，下午茶的地
點從室內，搬至氣候宜人、風景如畫的英式庭園中，男
士們得以加入其中。下午茶已不止滿足於抗餓解乏，而
成為上流社會的社交活動。
此後，下午茶漸漸在英國全境各階層間推廣開來，以

致誕生了這樣一句俗語，「下午三點半，所有人都停下
來喝茶」。吃喝不再只限於果腹，而成為一種生活方
式。

下午茶時，參與者的禮儀儀態至關重要。18、19世紀
時，若在家中招待客人較多時，會先將杯子編號，以便
下次添茶時，不會弄錯。一杯喝完，要等所有人都喝完
這杯，才能由女主人重新添加，並重新分發給客人。品
茶需慢品，操之過急則視為失禮。女主人倒的每一杯茶
都必須喝完，否則亦是失禮。如若客人把茶匙平放在杯
子頂部或斜放在杯子裡面，則表明不想再喝了，女主人
也不會再為其添水。同時，茶壺、茶杯、茶匙及糖罐、
奶盅的擺放也頗為講究，擺放位置及角度既要實用，又
要和諧優雅。儘管所飲所食皆非山珍海味，但即使是吃
最樸素最簡單的食物，也必須遵循品飲的規矩和禮貌。
甚至吃喝已不重要，如何表現出最佳最吸引人的儀態似
乎更為關鍵。
如果是非常正式的下午茶，主人會提前一周向客人發

出邀請，寫明時間、地點，甚至可能包含茶會計劃討論
的話題，多與社會、文學或藝術相關。邀請函本身有時
候也頗為講究。主人或用特製的信封和信箋，配以蠟製
封泥封上，古雅別緻。
英國人起初所喝到的茶經過兩年的海運顛簸，甚至是

海水浸泡，早已不是好茶。儘管如此，他們圍繞着茶所
營造出的生活情趣，所建立起的飲食文化，給我們留下
了深刻的啟示：英國下午茶文化是一場禮儀與社交的喜
宴，而留存至今的茶具，更是為我們訴說着下午的閒暇
時光，與一段日不落的傳奇。

文 | 邵天紅

茶的沖泡是一門綜合技
藝，它需要有文化修養，
有茶學及相關知識，掌握
了茶的沖泡要領，才能使
茶的色、香、味、形充分

發揮出來，使人欣賞到茶的自然美，領略到
茶的真味。
烹茶一要實用、二要科學、三要講藝術。
所謂實用，就是從實際需要和條件出發，同

時考慮飲茶人的口味和習慣。
所謂科學，就是了解各類茶葉的特性，掌握
水溫、茶量、時間等沖泡技術，使茶葉固有的
品質能充分表現出來。
置茶量：一般紅茶、綠茶與水的比例為1:50
左右，即每杯3g左右的茶葉，加入沸水150g。
如飲用普洱茶，每杯則需5-10g茶葉。用茶量
最多的是烏龍茶，投茶量幾乎為所用壺的容積
的一半或更多。
水溫：高檔綠茶一般

用85℃左右的水沖泡比
較適宜。這樣泡出的茶
湯才嫩綠明亮，滋味鮮
爽。一般花茶、紅茶宜
用剛沸之水。烏龍茶、
普洱茶等用茶量較多，
茶葉粗老，則需用100℃

沸水沖泡，否則茶性不易發出。有時為保持和
提高水溫，尚需採用燙壺、淋壺等措施。
沖泡時間：沖泡時間對茶湯滋味也有明顯的

影響，沖泡時間越長，茶湯中的呈味物質浸出
量越大，茶湯中的水浸出物含量就越高。而茶
湯中的水浸出物含量與滋味濃度成正相關，因
此沖泡時間長，茶湯濃度就高；沖泡時間短，
茶湯濃度低。不同人飲茶時喜好的濃度存在較
大差別，有人喜歡喝濃茶，有人喜歡喝淡茶，
因此沖泡時要根據品飲喜好而選擇。
所謂藝術，除了要根據不同的茶選用合適的

茶具外，還要講究傳統而典雅的沖泡程序和方
法。對於沖泡藝術而言，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講
究理趣並存的程序，講究形神皆備。操作者要
傾心於茶，熟悉茶性，操作要典雅、大方、得
體、悠閒自如，有條不紊，忙閒均當，使主客
都全神貫注於茶的沖泡及品飲之中，以得名茶
之「神」，即最完美的享受和感悟。

佳茗飄香

英國下午茶文化：
禮儀與社交的喜宴

如
何
飲
好
茶
之
沖
泡

茗典百科

12月8日，中茶福建公司在東
莞舉辦中茶蝴蝶庚子年生肖餅
「子鼠開天」發佈會。活動盛情
邀請廣東省茶文化促進會、東莞
市茶葉行業協會、東莞市茶文

化促進會、東莞市山西商會等行業組織、中茶蝴
蝶各地經銷商代表以及廣東主流媒體近200名各
界人士齊聚一堂，共同見證此次中茶蝴蝶的重要
時刻。
2013年，中茶蝴蝶強勢回歸國內市場。2014年

開始，中茶福建公司運用生肖這一悠久的民俗文化
符號，在東莞以「馬到成功」白茶餅開啟了中茶蝴
蝶白茶生肖紀念餅之先河，同時也是中國白茶生肖
餅之先河，次年「夢蝶飛揚」在東莞啟航發佈，中
茶蝴蝶延續每年出品白茶生肖紀念餅的傳統。如
今，中茶蝴蝶庚子年生肖餅再度在東莞續寫傳奇。
「子鼠開天，敢為人先」。自1950年開始，中

茶福建公司都以認真勤懇的姿態活躍在白茶領域，
潛心鑽研，勇於擔當，致力傳承，發揚「敢為人
先，善為人先，能為人先」 的傳承與創新精神。

「子鼠開天」白茶餅香氣清香鮮爽、顯毫
香，滋味清甜、醇爽，湯色橙黃清澈明亮。
中茶蝴蝶生肖白茶餅系列產品集茶文化、吉
祥文化於一體，集齊一整套生肖餅的收藏價
值、市場前景值得期待；也適合節慶饋贈，
表達對新年的祝福。

茗傳天下

中茶蝴蝶庚子年生肖白茶餅「子鼠開天」於東莞首發

編者按：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茶友會於11月13-18日組織了為期6天的茶文化之
旅，帶領香港茶友們到武夷山觀看天心村正巖茶鬥茶賽，前往桐木關考察正山小種的發
源地，在香江名苑由大紅袍非遺傳承人指導體驗巖茶製作，在不同巖茶製作大師的指導
下品飲巖茶四大名樅，觀看印象大紅袍、參觀下梅古民居等。

如需選購可關注中茶蝴蝶微信公眾平台（微信號：Chinatea-Butterfly），
或致電中茶蝴蝶直營店（0086-591-87825119）購買。

如需選購或了解更多信息，可關注中茶窖藏六堡茶微信公眾平台（微信號：jiaochaliubaoch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