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饮茶的渊源

众多周知，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世
界上茶叶产量最大的地方。中国人喝茶
的历史，早在茶杯中流淌了不下三千
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对茶的“喝
法”，则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最初，
人们是将新鲜茶叶采下，放入水中煮沸
饮用；后来，又将茶叶晒干收藏，制成末
茶；到三国时期，茶叶被烘干制成饼茶，
饮用时碾碎冲泡，有时还会加点香料。

唐朝以后，茶叶的制作和饮用更为
讲究。当时的做法是将茶叶碾成碎末制
成茶团，饮用时将茶团捣成碎末，加水煎
煮，同时加入盐、葱、姜、桔子皮、薄荷等
调料。这种饮用方法，也被称为“煮茶”
或“煎茶”。因为茶末最终调成糊状，所
以喝茶也被叫作“吃茶”。

宋朝后，“点茶”成为时尚。和“煮茶”
不同的是，宋朝人不再将茶直接放入釜中
熟煮，而是将饼茶碾碎后放入茶盏，注入少
量沸水调成糊状，最后再注入瓶中沸水，将
茶末调成浓膏状，形成粘稠度适宜的茶

面。为了使茶末与水交融为一体，主茶人
在点茶时一手执壶往茶盏里注水，一手用
茶筅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泡沫，这
就是所谓“运筅”或“击拂”。

相比于“煮茶”，“点茶”的技巧性和观
赏性更胜一筹。要创造出“点茶”的最佳效
果，一则调膏要匀，二则注水要稳，三则茶
筅击拂要注意节奏，轻重缓急要运用得
当。就像苏东坡在诗中说的：“道人晓出南
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当时只有技术高
超的点茶能手，才可以被称为“三昧手”。

“点茶”过程中，除了好茶与好水，其
他如茶具、茶几和“点茶”技巧等也有很高
的要求。当时，“点茶”已经接近于一种表
演，众人目光所聚，也是茶艺彰显的一
刻。这种意境所在，已经不仅是饮茶而是
另有蕴藉了。以历史传承论，宋朝开创的

“点茶”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周边的
一些国家，尤其对日本的茶道影响至深。

明清时期，喝茶反而变得简单，因为当
时流行的是目前所熟悉的“泡茶”法。这一
时期，之前的蒸青绿茶逐渐改为了炒青绿
茶，已经加工好的茶叶冲以沸水后就可以
饮用，既简单方便，茶味也很容易泡出。此
后，中国人喝茶也就主要以冲泡为主了。

茶器里的那些讲究

中国的饮茶文化，除了茶好、水好，
茶具也不能随意。在唐朝陆羽的《茶经》
中，就一口气提到“二十四茶器”，分别

为：风炉、筥、炭挝、火策、釜、交床、纸囊、
碾、罗合、则、水方、漉、瓢、竹筴、鹾簋、熟
孟、盏、畚、札、涤方、渣方、巾、具列、都
篮。按《茶经》中的划分，这些茶器分别
用于生火、煮茶、烤茶、碾茶、量茶、分茶、
取水、盛水、滤水、盛盐、取盐、饮茶等。

在中国古代，“茶器”和“茶具”是分
开的，两者的用途和范围并不相同。其
中，“茶具”是指用于采茶、蒸茶、成型、干
燥、封藏和记数的用具，这和现在所称的

“茶具”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即便是《茶
经》中提到的“二十四茶器”，也只有一部
分符合现在茶具的定义。

曾有人说，“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
父”。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茶具就非常讲
究。以《茶经》中提到的“盏”为例，陆羽
就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当时制造“盏”这种
茶碗的制造地、特点和优劣之别。据《茶
经》记载，当时制造茶碗的地区有浙江的
越州、婺州，湖南的岳州、鼎州，安徽的寿
州，江西的洪州，河北的邢州等。由于烧
制工艺和制作风格的不同，各地所产的
茶碗有淡青、黄、白、褐等釉色之分。

经过考察品评后，陆羽认为：“邢瓷
之白，寿瓷之黄，洪瓷之褐”，都会掩盖茶
汤颜色，“悉不宜茶”；浙江越州窑烧制的
淡青色茶碗，能与绿色的茶汤相映生辉，
所谓“半瓯青泛绿”，能够达到“益茶”的
效果。更让陆羽赞不绝口的是，越瓷的
外观造型也特别适合饮茶，其“口唇不
卷，底卷而浅”，大意是：越州茶盏造型内
敛不外翻，茶汤不易外溢；而底稍翻，易
于端持，是绝佳的饮茶用具。

明朝以后，因为明太祖朱元璋下诏
废团茶、改贡叶茶，泡茶成为饮茶主流。
此后，各种茶具也日渐定型，比如官场上
的盖碗茶、茶馆用的大茶壶、老百姓喝的

大碗茶等等，都和现在相差无几。而且，
明清时期的茶具也主要以瓷器和紫砂为
主流，这和现在也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乾隆皇帝的“三清茶”

茶文化的兴起，和官场尤其是皇宫
的提倡有着莫大的关系。以乾隆皇帝为
例，他举行重华宫茶宴时选用的茶具就
十分讲究。早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
乾隆就让景德镇工匠烧制了一批专用茶
杯，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三清茶杯”。“三
清茶杯”外表十分精美，杯子内底绘有梅
枝、苍松与佛手树的画纹，外壁则印制了
乾隆御笔书写的《三清茶》诗。为了这套
茶杯，乾隆可谓动足了脑筋，因为杯子的
样式完全是他自己亲手设计的。

瓷杯之外，乾隆又以玉料或彩漆、雕漆
再次制作过同样款式的“三清茶杯”。这些
茶杯，有些是供乾隆一人御用，有些则专为
重华宫茶宴准备。对于这些作品，乾隆也
是十分满意，他曾在《咏嘉靖雕漆茶盘》诗
后作注：“尝以雪水烹茶，沃梅花、佛手、松
实啜之，名曰三清茶。纪之以诗，并命两江
陶工作茶瓯，环系御制诗于瓯外，即以贮
茶，致为精雅，不让宣德、成化旧瓷也。”

重华宫茶宴不但茶具精致，烹茶所
用的茶炉也很考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珍藏着一只方不盈尺、高仅四寸的竹
茶炉，这只茶炉上圆下方、陶泥为膛，周
边编篾作围状，看上去十分古朴典雅，是
目前故宫藏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重华宫茶宴结束后，受邀大臣还有
一项福利，那就是可以将自己所用的茶
杯与果盒一同作为赏赐带回家。对于乾
隆来说，这不过是送出一批精美的茶
杯。可对众大臣而言，那意义可就不一
样了。毕竟，这只茶杯不是普通的茶杯，
而是地位与文才的象征。这等荣耀，不
是一般大臣所能享有的。

譬如，纪晓岚当时就参加过重华宫
茶宴并获赠过这样的杯子。为了表达自
己的感激涕零之情，他连写了两首诗，其
中一首是这么写的：红沁丹沙白腻脂，越
窑风露满花瓷。凡茶不敢轻煎注，上有
君王自制词。没错，对这只印有乾隆御
制诗的宫廷茶杯，纪晓岚哪里敢随便使
用呢？估计也只能永远地供奉起来了。

所幸的是，由乾隆亲自设计监造的
这些精美茶杯，因为散出的数量较多，因
而目前拍卖市场上仍有少量幸存，这也
算是乾隆朝茶文化的历史见证了。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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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曼清游图册》是清代画家陈枚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图册描绘的是宫廷嫔妃们一年12个月的深宫生活，通过
这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体现了宫廷生活与民间生活的密切关联，描
绘了宫女们随其女主人在庭院内外的游赏活动，主仆之间的关系
颇为亲近，主不骄横，仆不卑微，主仆之形大体相近，破除了前人
的造型桎梏。

在人物创作的审美取向上有别于唐代张萱、周眆笔下体态丰腴
的嫔妃形象，而以明代唐寅、仇英笔下的仕女画为审美标准，追求秀
润飘逸的情致。画家以工细流畅的线条和亮丽鲜活的色彩将嫔妃们
描绘成身材修长、体态轻盈、“倚风娇无力”之貌。在技法上，此图所

绘人物造型生动准确，笔致工细严谨，源于宋代院体画风。
其中，《月曼清游图册·七月“桐荫乞巧”》描绘了七月初七京中

仕女“乞巧”的场面，七夕之夜，女人们以碗装水置于庭院，然后将
一束针散放其中，人们争相观看在水中呈列的图案，据说图案的形
状越好看，放针者的手就越灵。

陈枚（约1694年—1745年），清雍正、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号
载东，晚年号枝窝头陀，娄县（今上海松江）人。雍正时由画家陈
善推荐，进入宫廷任职，曾任内务府员外郎，师法郎世宁，工画人
物、山水、花鸟，其画法受到西洋画风的影响。其主要活动在雍正
时期，约于乾隆五年（1740年）因眼伤离开宫廷南归。

（杨道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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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曼清游图册·七月“桐荫乞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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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的顽童
■ 莫砺锋

蔡元培善于“因材施教”
■ 姚秦川

七夕的“乞巧乐”
■ 王吴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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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形象在唐诗中并不经常出现，他们
偶然闪现的身影却鲜活生动，令人过目难
忘。像贺知章告老回乡后所见：“儿童相见不
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个镜湖畔的孩子
态度可亲，又彬彬有礼。又像胡令能偶然瞥
见的垂钓小儿：“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
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
人。”这个小儿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垂钓，多半
带有经济活动的性质，故而如此认真。穷人
的孩子早当家，试看杜甫的儿子宗文，便曾树
栅饲鸡，以求“秋卵方漫喫”，可见杜家的“稚
子敲针作钓钩”，也是为了得鱼充膳。这些儿
童都是懂事的好孩子，似乎不算顽童。那么，
唐诗中的顽童又躲在哪里呢？

金陵城南的长干里便有两个，正巧被李
白看在眼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
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
嫌猜。”多么可爱的一对小儿女！女孩手持花
枝在门前玩耍，男孩骑着竹马向她奔来。可
喜的是他们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清规戒
律，两小无猜，便无拘无束地一起嬉戏。

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也有一群，正巧被
杜甫写在诗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
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
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四处漂泊的老诗人好
不容易在这里盖了几间茅屋得以栖身，却被秋
风卷走了屋顶的茅草，他是多么焦急、无助！
眼看着群童公然抱着茅草钻进竹林，诗人喊哑
了嗓子也无济于事，又气又急，便骂他们是“盗
贼”。我认同陈贻焮教授的解读：“这里作者把
自己和顽童对照起来写，使老人和顽童的神情
都显得很生动。严词斥责顽童，可见老人当时
心情的暴躁，同时又令人感到很幽默。诗人笔
下那些顽童固然可恶，但是在他们顽皮、幼稚
的神情中也的确有可爱的地方。”

更多的顽童躲在各自的家中，由于他们
的父亲是诗人，从而被写进唐诗。李商隐的
儿子名“衮师”，诗人称赞他“美秀乃无匹”，事
实上是个不折不扣的顽童，试看他在《骄儿
诗》中的行径：“绕堂复穿林，沸若金鼎溢。门
有长者来，造次请先出。”这是到处奔跑喧嚣，
沸反盈天。即使贵客临门，他也争先出门，全
无礼数。“截得青筼筜，骑走恣唐突。”“仰鞭罥
蛛网，俯首饮花蜜。”骑竹马、罥蛛网，都是顽
童们最喜欢的把戏。“凝走弄香奁，拔脱金屈
戌。抱持多反倒，威怒不可律。”这是说弄坏
姐姐的妆奁，拔掉妆盒上的纽环。大人抱住
他，他就拼命挣扎，以致身体倒悬，大人发怒
也无法让他服从。

另一个晚唐诗人路德延有一首《小儿
诗》，《唐诗纪事》称此诗乃讽刺河中节度使朱
友谦，诗人因此被杀。其实正如明人瞿佑《归
田诗话》所言，此诗“曲尽儿嬉之状”，分明是
描写自家小儿恣意玩耍的情状，所以能如此
细致生动：“嫩竹乘为马，新蒲折作鞭。莺雏
金镟系，猫子彩丝牵。”“寻蛛穷屋瓦，探雀遍
楼椽。”“等鹊前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粘舞
蝶，隈树捉鸣蝉。”简直闹得鸡飞狗跳，家无宁
日，用民间俗语说，真是个“狗讨厌”的顽童！

上述顽童一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终日嬉闹
乃至惹事闯祸，但是父辈写他们的诗，却是字字
句句浸透着爱怜之情。这完全是人之常情，活
泼好动是儿童的天性，顽童是每个儿童正常成
长的必经阶段，在外人眼中“狗讨厌”的顽童在
父母心目中都是可爱无比。就以杜宗文而言，
他帮助父亲树栅饲鸡时大约十五六岁。九年以
前，杜甫从凤翔返回羌村探亲时，宗文年方六七
岁，其弟宗武年方三四岁。兄弟二人向父亲问
长问短，竟然“竞挽须”也即抢着拉父亲的胡须，
一副顽童模样。然而杜甫却声称“甘受杂乱
聒”，还反问：“谁能即嗔喝？”现代作家老舍说他
的几个孩子“俱狡猾可喜”，也是此理。

从上引唐诗可见顽童的一大特征是喜爱
游戏，竹马便是其标配的玩具。其实顽童还有
另一个特征，便是贪食果饵。晋人陶渊明的《责
子》诗中最早披露此点：“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
栗。”唐代顽童也有此癖，盛唐诗人秦系诗云“稚
子惟能觅梨栗”，晚唐诗人杜荀鹤诗云“儿童书
懒读，果栗树将空”，皆为确证。李商隐表扬其
子衮师“四岁知姓名，眼不视梨栗”，便是想为他
洗刷顽童的恶名。其实爱食果栗也是儿童的天
性，不足苛责。盛唐时有个十五岁的少年还成
天爬到树上摘取果子呢，他不是别人，而是杜
甫，有杜诗为证：“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
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上
树摘果，一日千回，非顽童而何？值得注意的
是，这个成天爬树摘果的顽童与那位“七龄思即
壮，开口咏凤凰”的好孩子就是同一个人，我们
又何必对“顽童”这个称号大惊小怪呢？

（据《中华读书报》，有删节。）

蔡元培是著名的教育家和革命家，曾担任
“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值得一提的是，在
教书育人方面，蔡元培除了能慧眼识珠外，更
善于因材施教，令人刮目相看。

1916 年，蔡元培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
长。在当年报考北大的考生中，有一位考生的
试卷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他在审阅该生试
卷时发现，此考生不仅在答题时思维敏捷，逻
辑清晰，更令人惊讶的是，其国文水平卓越，异
于常人。蔡元培当时越看试卷心里越欢喜，最
后阅完试卷后，立即派人专门寻找此考生，想
要和对方当面交流。

这名考生其实不是旁人，而是后来成为著
名作家的顾随。不过，当时的顾随才刚满18
周岁，涉世未深。当时考完试后，他便和几个
同学出门玩去了。两天后回到家里，听说北大
校长找自己时，顾随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情，竟然惹得堂堂北大校长要亲自找自己谈
话，他的内心不免有些惶恐和忐忑。

最后，在同学们一番劝说下，顾随才大着胆
子去找蔡元培校长。然而，当顾随见到蔡元培
校长后，立即被对方亲切随和的态度所打动，也
少了一些拘谨，两人交流起来也非常愉悦。

经过一番简单交流后，蔡元培亲切又真诚
地对顾随说道：“在审阅了你的试卷后，我觉得
你的语言功底非常深厚，我看到你报考的是国
文系，个人觉得，你不一定能在这上面有更大
的突破，所以我建议你改学西洋文学，以求扩
充眼界，拓宽知识领域，如此一来，才能在今后
的中国文学研究上取得更大成就。”

当蔡元培说完后，年轻的顾随一下子心跳
加速，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鼎鼎有名的蔡校长
会对自己这个从未谋面的考生如此关心，他激
动地除了不停地感谢蔡元培校长外，再也说不
出别的话来。

最终，顾随听从了蔡元培的建议，先是去天
津的北洋大学读了两年的英文预科，最后转入北
大英文系。正是因为有了蔡元培地正确引导，顾
随最终成为有名的散文作家和理论批评家。顾
随的学生、红学泰斗周汝昌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老
师：“一位正直的诗人，而同时又是一位深邃的学
者，一位极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巨匠。”

对于自己所取得的一切，顾随总是心怀感
恩，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如果不是蔡先
生的热心引导，自己的人生也许会是另一番样
子，蔡先生称得上是我人生路上真正的导师。”

北宋时期，汴梁作为北宋王朝的京城，
热闹而繁华。当时，汴梁城里的商家也非常
注重节日经济的收益，在每年七夕节到来的
时候，许多商家就开始卖七夕节的特殊商
品，除了传统的丝线等刺绣用品外，有一种
泥塑的土偶玩具格外引人瞩目，成为当时深
受汴梁消费者喜欢的七夕畅销商品。

北宋汴梁城里在七夕时节卖的这种泥
塑玩具价廉物美，广大的汴梁消费者非常喜
爱，并美其名曰“乞巧乐”。

这种“乞巧乐”的泥塑玩具被做成玩耍
嬉戏的孩童模样，是世俗化了的孩子的形
象，眉清目秀，手拿莲花，穿红裹绿，有的趴
在地上翻跟头，有的仿佛是刚睡醒在伸懒
腰，栩栩如生，憨态可掬，十分可爱。

北宋时期，汴梁城里的商家也十分注重
对七夕泥塑玩具产品的包装，这些泥塑玩具
被安放在雕着花纹的木座上，木座上插着做
工精细的木栏杆，有的泥塑玩具上还用彩色
的纱巾罩着，看上去非常精致生动。

当时，无数的青年男女对七夕泥塑玩具
格外青睐，他们常常买来或乞巧，或暗送意
中人，于是，这种泥塑玩具在美丽浪漫的七

夕节里又成了爱情的信物，传递着情人之间
缠绵的情思。

汴梁城里的许多达官贵人则把这种七
夕泥塑玩具当成藏品来收藏，他们不惜重金
购买，后来，这种泥塑玩具的价格竟然被炒
到了上千两的价格，成了七夕节里汴梁城中
卖得最热的商品。

七夕节里，汴梁城的许多新婚的女子们
除了要在一起结伴嬉戏或互相比试针线之
外，她们还喜欢把泥塑玩具摆起来焚香祭
拜，默默乞求像泥塑玩具那样可爱的、手持
美丽莲花的小儿能降生到自己家里。

当时，汴梁城的市井中有一种传说，说
是七夕节的泥塑玩具有佛祖的仙气，新婚的
女子谁要是供奉了泥塑玩具，就可以怀孕生
一个聪慧漂亮的宝宝。由此可见，在当时在
汴梁的百姓中间，佛教已经完全与中国传统
的民间文化融合在了一起。

不过，尽管北宋的七夕泥塑玩具的身上
有着宗教的神秘色彩，但是，它已经成为世
俗化的玩具，走进了寻常百姓家，雅俗共赏，
并以朴素亲切的气息向人们传达着七夕“乞
巧”这一中国民俗里的美好期待。

最近，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
馆举办了一个“发现越窑——上
林湖越窑青瓷展”。展品中，有两
件瓷器引起了很多参观者的注
目，一件是东晋的鸡首壶，另一件
是晋代的羊首龙柄壶。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茶器都非
常讲究。在《茶经》中，陆羽便精心
设计了24种茶器。而中国古代的
文人墨客，对茶都有特别的偏爱，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
红”，这是南宋诗人杜耒所描绘的
冬夜茶景。冬日的夜晚，知心朋友
对着火炉共饮一盏热茶，浓浓的友
情，古雅的气氛，顿时跃然纸上。
唐宋以来，饮茶一向是国人传统，
由此衍生的茶道和茶具文化也堪
称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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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乐图》描绘了唐代贵族仕女聚会品茗、奏乐的热闹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