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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花溪畔的
杜甫草堂最适合
寻幽访胜。走过
红墙碧瓦、翠竹
石径，寻一家清
净的茶馆坐下，
泡 上 一 杯 盖 碗
茶 ， 听 一 段 古
琴，不得不说是

人生的一大享受。英国首相卡梅伦到四川访问的第一
站就选在了杜甫草堂，于是中国诗人与英国首相有了
交集，他们在草堂里喝着盖碗茶，进行了一场穿越时
空的交流。

公元前 59 年，寓居成都的王褒在 《僮约》 中有
“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
最明确的饮茶记载。关于茶，成都也因此创造了诸多
世界第一：第一家茶馆、第一个茶叶市场、第一首茶
诗……

如今，茶已是成都人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谈业务时，可以与合作伙伴在“蓉创茶馆”品
茶、欣赏茶文化的过程中实现“智慧火花”的碰撞、
为项目拉来“天使投资”；周末，可以邀三五好友在人
民公园鹤鸣茶社饮茶，消除一周工作的疲劳；闲暇
时，则携家人一同去郊区的茶园采茶，感受亲自采
摘、做茶、炒茶的乐趣……茶，让成都人在快节奏工
作和安逸生活之间找到了平衡。

俗话说，天下茶馆数中国，中国茶馆数
四川，而成都茶馆素有“茶馆冠天下”之
说；遍布大街小巷的茶馆已成为成都一大景
观。清末民初时，李劼人先生对成都茶馆的
描述是“茶铺……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
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
家，有大有小，小的能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
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
人家祠堂内，或在某公所内，桌子总在40张
以上。”

据统计，成都现有的茶楼、茶馆也有
3000 多家，成都的茶文化无论是在文化沉
淀，还是民众基础上，一直处在相当高的水
准。老成都上世纪 40 年代拥
有 60 多万人口。在这 60 多万
人口当中，有近 12 万老成都
人都是名副其实的“茶客”。
每年他们消耗掉的茶叶有好几
万吨。今天老成都人对茶叶的
需求量，仍是排在全国之前
列。

“坐茶馆”是成都人的一
种特别嗜好，茶客们可看川
剧、可听清音、可溜鸟、可打
盹儿或者看看闲书、要么就两
三个人凑在一块儿摆龙门阵，
听听社会新闻。成都茶馆儿的
浓浓的地方特色，茶馆俨然成

了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茶馆也是成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

位于华兴正街 54 号的悦来茶馆被称为川剧
“戏窝子”，川剧表演一直是该茶馆的特色。
每天在这里，台上演员倾情演出，台下观众
看得如痴如醉。在氤氲的茶香中，观众们不
知不觉便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而在当下成都经济发展迅速，“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如火如荼的时代，成都的茶
馆也成为创业者、投资者们的工作场所。在
这里品一杯茶，大家能够交流各自的需求和
点子，不经意间可能一拍即可，完成了一项
合作。

①饮茶传统的悠久历史①饮茶传统的悠久历史

为了体味成都茶文化的精华，记者连续
数天清早前后去成都人民公园的鹤鸣茶园、
文殊院的露天茶座、老顺兴茶楼等地与成都
人喝茶交流。

成都茶馆别有风情，饮的是盖碗茶。
“盖碗杯”分为茶碗、茶盖、茶托 3 部

分。因而也称“三件头”，相传为唐代四川
节度使崔宁所发明。后来这种茶具在民间流

传开来而后全国仿造。
对于这种茶具的托捧方法也有要领，左

手托茶沿，右手拇指中指提起茶盖，在碗
面、碗沿上轻轻拨动，发出声响，然后将茶
盖半沉入水中，由里向外慢慢滑动，这时只
见绿波翻涌，翠叶沉浮，幻影游动。

饮茶时将茶碗送到嘴边，从茶碗与茶盖
的缝隙中嗫茶，茶水于舌边、舌根回荡。如此
分三次吞下，咕咕有声，此时口中是暗香飘
动、芬芳乱窜。行家们称此招为“三吹三浪”。

续水时，一般是伙计手提一只长嘴壶，
在一米之外准确地将水射于茶碗之中，这称
为“仙人摆渡”。有的伙计还有绝活，能在
客人身后射水，水越过客人头顶，准确地落
入茶碗之中，这叫“雪花盖顶”：还有双手
提壶，同时向一只茶碗中射水，叫“双龙戏
珠”：更绝的是隔桌射水，即手提长嘴壶，
站在桌对面，朝客人面前的茶碗中射水，准
确无误，而且无水溅出，客人有惊无险，这
称为“海上飞虹”。

成都茶文化最有特色的是茶博士，其实

就是“掺茶”跑堂的伙计。他们生活在茶
馆，接触社会各阶层，见闻广博，知识面
广，因此被茶客呼为“茶博士”。而在倒茶
方面，他们的技术更是一绝：摆茶船、放茶
碗的动作一气呵成，可以把装满开水、有一
米长壶嘴的大铜壶玩得风车斗转。通常他们
会先把壶嘴靠拢茶碗，然后猛地向上抽抬，
一股直泻而下的水柱冲到茶碗里，最后用小

拇指一翻就把你面前的茶碗盖起
了。“茶博士”表演的花样有“苏秦背
月”“蛟龙探海”“飞天仙女”“童子拜
观音”，让人眼花缭乱。技术高超的
可以扭转身子把开水注到距离壶嘴
几尺远的汽水瓶里，刚好灌满，外面
点滴不留，和古文里那个卖油翁的技
术不相上下。

在鹤鸣茶园，有位被大家公认的
盖碗茶艺高手，在成都无人能敌。曾
经，他带着这门技艺亮相电视、报纸，
游走国内外，让盖碗茶和成都一起名
扬四海。他，就是在人民公园鹤鸣茶
铺掺了整整 30 年茶的“堂倌”——吴

登方。
每日清晨，上早班的吴师傅身着白色工

作服，穿梭于茶客间，手中提着一只铜壶，一
边招呼客人，一边娴熟地
将茶碗均匀地“撒”在茶
客桌上，摆碗、掺茶、盖
碗，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尽管是早晨，但露天
茶铺里仍旧坐了不少喝
早茶的老茶客。“这手叫

‘手托莲花’；这手叫‘盘
龙过江’；这手叫‘霸王抱
柱’”……吴师傅一连串
的精彩动作让几位专门
从北京到成都的客人赞
叹不已：“看得人心惊胆
战，生怕茶碗掉下地来，
简直就跟杂技一样！光
看他最后用无名指优雅
地勾茶盖这一个动作，就
值这茶钱！”

②锦城一绝的盖碗茶

在成都变得日新月异的同时，成都茶文
化也在步入新境界。

茶馆之所以现在被看作文化场所，主要
是在人们解渴的同时能满足人们的审美欣
赏、养神、保健等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

比如大慈寺禅茶堂，就是修心养性的好
地方，在那里可以品到寺庙特有的禅茶，观
看和尚的禅茶表演，了解日本、韩国、东南
亚等国的茶文化，把茶禅一味的精神深深地
结合。

光华村的榜上有名茶艺馆，每天下午和
晚上的茶艺、古琴、太极等表演，又使你感受
到了另一番道教文化以及茶艺之美。南门上
的隆中茶社，即用三国的故事命名。茶馆中
西合璧、环境舒适，茶艺服务员彬彬有礼、热
情大方；他们优雅闲熟的泡茶技术，使得你感
到茶香四溢，品而忘返。东
门的九莲禅悦茶艺馆更是
别致，值得一坐。

“我觉得，当下成都的
茶文化应该与旅游文化产
业结合推广，这才是未来的
出路。”成都的一位媒体人
对本报记者这样说道。

“顺兴茶馆”就是主打
“旅游茶文化”牌的茶馆。
它位于沙湾路国际会议展
览中心大楼里。这里人气
旺盛，主要是以外籍人士为
主的游客。他们把这里作
为观察成都茶文化门道的
一条缝隙口。

在茶叶选择方面，成都的一个市场调查
小组在走访几大茶城和多家茶叶专卖店后发
现，目前在成都市场有绿茶、红茶、黑茶、花
茶、乌龙茶等多种茶类，绿茶主要品牌包括峨
眉毛峰、竹叶青、峨眉雪芽，红茶主要有正山、
滇红、川红，乌龙茶为铁观音、岩茶，花茶包括
龙都香茗、成都茉莉花茶、碧潭飘雪等。

正在逛茶叶市场的一位茶客张先生告诉
记者，自己选择茶叶，价格不是第一位，最看
重的是茶叶的品种和功效。日前，有个茶叶
网站所做的一份关于成都人茶叶消费问卷
调查显示，有 22%的成都人选择喝绿茶、26%
的人选择喝花茶、24%的人选择喝普洱、28%
的选择其他茶类……由此看出，曾习惯喝绿
茶、花茶的成都人开始逐渐接受普洱、岩茶
等茶品，消费需求呈现多元发展趋势。

③推陈出新的茶文化

在成都人民南路南延线的一座中式
园林里，10多位茶友铺好茶席，摆好茶
具，开始烹水泡茶。这是一场“无声”
茶会，大家将泡好的茶沿顺时针方向奉
出 3 杯，同时自己也能喝到右手 3 位茶
友递来的好茶。“人皆无言，是茶中的
雅趣把大家聚到一起。”茶会发起人余
文静说。

“在宋代，日本游学僧人荣西禅师
在天目山取种，带回日本种植，并著

《吃茶养生记》 一书。日本的茶文化以
此为开端。”余文静说，如今，她也成
了几位日本人的茶道老师。

今年装修茶室时，余文静到楼下一
家餐馆吃饭，听到邻桌的人在讲日语，
就搭讪简单聊了两句。对方是随丈夫从
日本到成都的家庭主妇，听说余文静要
开茶室就很感兴趣，“后来她还带了几
个跟她一样的日本家庭主妇来学习。”

去年 3月 16日，由四川省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成都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
办的2014年外国友人蒲江采春茶活动在
成都市蒲江县举行。100 余名外宾走进
蒲江，采摘春茶、编茶竹篓、学习茶
艺，体验中国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今年春，“中韩茶文化交流会”同
样在“中国绿茶之乡”蒲江举行。会

上，中韩两国产茶城市政府部门及
企业代表签署了旅游观光、电子商
务平台、饮料生产销售等三项合作
协议。

对于茶叶产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韩国 CHEONG A RAM 公司

副总经理崔昌男认为，中国
和韩国大多数人已经离不开
互联网、智能手机，这是大
趋势，因此可以将茶叶产业

融入手机游戏，用娱乐性和新奇性，来
推广互联网背景下的茶文化发展。韩国
驻成都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韩相国也表
示，希望能通过此次活动，探索互联网
时代下的新型茶文化，携手传承千古茶
道。

记者在蒲江县成佳镇采访时看到，
该镇的数万亩茶园已经全部采用生物技
术防止病虫害，每年都会邀请许多海外
观光客来体验种茶、制茶、品茶的生活
乐趣。

此外，一年前在成都开业的中国首
家茶文化主题酒店——峨眉山雪芽大酒
店近日向外界透露，该店特别提出一店
三坊+400家专卖店整合运营，一店是指
独具特色的茶文化主题酒店——峨眉雪
芽大酒店，三坊即是在报国寺、万年
寺、金顶分别修建雪芽坊。预计未来峨
眉雪芽将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专卖店 400
家。

“我们常常听说咖啡连锁店、奶茶
连锁店、甜品连锁店，而茶馆连锁这个
新 鲜 的 概 念 ， 却 很 少 进 入 公 众 的 视
野。”四川省茶叶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以连锁店的形式开茶馆，在成都
近几年出现了一些，但都是集中在成都
范围或者四川范围内的连锁，几乎没有
一家将连锁店开到省外。”该负责人告
诉记者。连锁茶馆的经营模式若成功，
将对成都茶文化以及茶馆文化的对海内
外传播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在成都龙和国际茶
城近日也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我国西南
地区茶文化的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

成都茶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陆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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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成都的盖碗茶。

成都茶馆里成都茶馆里，，茶博士在展示茶博士在展示““掺茶掺茶”（”（冲泡冲泡）） 技艺技艺。。

蓉创茶馆内蓉创茶馆内，，创客们在相互交流创客们在相互交流。。
边喝茶边看川剧是成都人喜爱的休闲方式边喝茶边看川剧是成都人喜爱的休闲方式。。

在蓉外国人同样喜爱成都的茶文化在蓉外国人同样喜爱成都的茶文化。。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成都的茶馆充满舒适惬意的氛围成都的茶馆充满舒适惬意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