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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録 
茶诗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研究茶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 

本文通过对 606 首唐代全部茶诗进行整理与分析，认为唐代茶文化所涵盖的内容是由下述 24 类构成的，

即「茶之利用法」「茶的饮用样态」「茶人」「饮茶功效」「茶与酒」「茶烟」「饮茶用水」「火及汤侯」「名茶

与产地」「贡茶」「茶之流通贸易」「茶税、榷茶制度」「茶点」「历史典故」「关于茶文化新概念的创造与记

录」「茶具」「饮茶动作、行为」「茶汤之色、香、味」「饮茶之精神思想以及与宗教之关系」「茶之植物特性

与栽培」「茶之生产与包装」「饮茶环境」「特殊饮茶法」「其他」。 

本文还将茶诗中的茶文化内容与《茶经》的内容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了唐代中国茶文化的「思想

与精神」这一部分基本上是由茶诗来构建完成的。另外，本文还分析总结出了唐代喝茶人的几个审美取

向。 

关于由茶诗构筑的唐代茶文化的精神领域，得出下面三个结论。 

  （1）不管从儒、道、释哪个角度来看，茶（饮茶）都是以“方便品”的形式与各个宗教或思想体系交

融，从而被赋予了各种意识形态的色彩。 

  （2）正因为“茶”是以“方便品”的形态出现的，所以茶文化思想体系成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受容

体”，其内涵是儒、道、释的混合体。 

（3）在唐代茶诗中，尚未见到后世、如宋代“吃茶去”、“赵州茶”之类的被“固化”了的概念。说

明茶与禅（佛教）或其他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在唐代尚未出现。 
 

  对于中国茶文化研究来说，茶诗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研究资料。在各种茶文化研究史料中，从记述

的详实程度方面来讲，茶诗不如茶书，但从作者数

量和作品数量上来讲，茶诗要远胜于茶书；从直观

可视性和信息精准程度方面来讲，茶诗不如茶具、

绘画等文物史料，但在诉诸人之情感、唤起人类丰

富想象力方面，茶诗的作用则要更胜一筹。另外，

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讲，作诗是其生活的一部分，

是可以不拘时间、地点，随性而发、信手拈来的创

作行为；而茶，从唐代开始，渐次融入文人的日常

生活，所以，唐代茶诗是当时生活中的茶文化的真

实反映，比其他史料更具有写实性。 

    本文正是着眼于茶诗的重要性以及上述诸特

点，从《全唐诗》中整理出与茶文化相关的全部茶

诗共 606 首（1），通过统计分析以及与《茶经》的比

较研究，来考察唐代茶文化内容的全貌及其特点。 

  在进入正文论述之前，笔者想先强调一点：笔

者对唐代茶诗的收集是具有“网罗”性质的，也就

是说，606 首这个数字是唐代茶诗的全部，而本文

又是以全部茶诗为分析对象的。正是因为具备了这

一先决条件，在分析中广泛地使用统计数据才真正

成为可能。本文在使用统计手法中，因为唐代茶诗

的特殊性，下述几点需要事先说明一下。 

    1、同一首诗分别收录在不同作者名下时，做“1
首”处理。 

    2、两首诗，但内容基本相同、仅个别语句不同

的情况，做“1 首”处理（2）。 

    3、两首诗，内容存在多寡差异的情况，比如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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遨的《茶诗》（3）共 4 句，前 3 句与郑愚的《茶诗》（4）

相同，仅多出第 4 句，这种情况亦做“1 首”处理。 

    4、1 首茶诗，其内容涉及 2 个以上茶文化类别

时，则两个类别分别予以统计。比如 1 首茶诗既吟

咏了茶具，又吟咏了饮茶用水，则在“茶具”和“饮

茶用水”两个门类里分别作为 1 首统计。 

    5、诗歌因受体裁限制，其表现内容往往具有一

定的暧昧性，加之饮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

兴趣爱好、日常生活的一环，所以，在统计方面有

时会出现缺乏明确的客观判断标准。比如“独饮”

是中国古代茶人的一种饮茶审美情趣，主要兴盛于

明代，而在考察唐代“独饮”现象时，却遇到了这

样的情况：比如，邀请友人共聚，而友人因故未到，

只好一个人享受独饮的乐趣――这是无意识地形成

了独饮的事实；比如，一个人清坐独饮，内心却在

怀念友人――这是不想独饮却不得不独饮的现象。

这种关于“独饮”的茶诗是否统计在“独饮”类别

里面，只能由笔者根据自身的理解来判断了。从这

个角度讲，本文的统计数字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一】茶诗所描绘的唐代茶文化的构成及其内容 

    如前所述，茶诗因为作者众多、而又根植于生

活等原因，其中反映出的茶文化内容已经远远超出

了专门茶书。为了全面勾勒出茶诗所表现的茶文化

之全貌，本文将对茶诗内容进行分类整理与分析。 

   对唐代茶诗进行分类整理、论述，已有先期研

究成果问世。如丁文.1997 在研究唐代茶文化时，

将茶诗分为“名茶诗”、“贡茶诗”、“采茶诗”、“造

茶诗”、“煎茶诗”、“饮茶诗”、“茶山诗”、“茶具

诗”、“名泉诗”、“茶功诗”、“茶礼诗”、“茶政诗”、

“茶市诗”、“茶人诗”等 14 大类。 

    如林珍莹.2007 一书共分为 8 章，我们试举该

书的部分目录为例，来看一下其对唐代茶诗分类的

标准： 

第三章“唐代诗人与茶之结缘” 

第一节“结缘僧道访游寺观”、 

第二节“深知茶效选择茗饮” 

第三节“以茶会友增进情谊” 

第四节“爱茶种茶嗜茶成癖” 

第五节“督造贡茶亲触茶事” 

第五章“唐代茶诗之文化内涵” 

第一节“涂写唐代文人之饮茶生活” 

一、“品味闲适” 

二、“饮茶读书” 

三、“茶诗同行” 

四、“啜茶清谈” 

五、“烹茶待客” 

六、“茶伴行旅” 

七、“以茶送别” 

第三节“呈现唐代文人之品茗情境” 

一、环境 

二、人境 

1、独饮，2、对啜，3、茶会 

三、艺境 

1、听琴，2、奕棋，3、观书画，4、赏歌舞 

四、心境 

第四节“宫廷、佛道、平民茶文化之表现” 

一、宫廷茶文化 

二、佛道茶文化 

三、平民茶文化 

虽然只是简单的介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明确

地注意到二者分类方法的不同，前者注重“茶”本

身，而后者则注重“饮茶活动”。分类的目的和侧重

点不同，分类的标准和结果自然也就不同，而本文

的分类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力争全面涵盖全部 606
首茶诗的内容。在参照前述研究者等的分类标准的

基础之上，本文将唐代茶诗共分为 24 类，列举如下，

并举例或以统计数字加以说明。 

（一）茶之利用法 

唐代茶诗中记录的茶之利用法共有三种，即“饮

用（含食用）”、“赠答”和“祭祀”。 

“饮用（含食用）”是茶利用法的绝对主流，我

们在后文还要详述，在这里先来看看“赠答”和“祭

祀”的利用状况。 

“赠答”类茶诗主要是指吟咏“向友人赠送茶

或接受友人赠茶”的茶诗，共有 53 首。其中包括如

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5）诗这类的乞茶诗

在内，另外还有 1 首张又新的《谢庐山僧寄谷帘水》
（6）诗，赠送的不是茶而是饮茶用水，也包含在内。

但是，古人有以诗相互赠答的习惯，如果只是这类

诗歌赠答的诗中涉及到了茶、却没有“茶”作为赠

品的赠答行为的话，则该诗不包含在内。 

53 首这个数字并不算多，但足以说明随着茶文

化的勃兴，茶作为赠答品已经逐渐确立起了自己的

地位并逐渐为大家所接受了。我们可以由此认为，

“在中国的赠答文化中，茶占据了一席之地是始于

唐代”。 

另外，如宋代王庭珪《谢彭仲宽惠小茶磨并仙

茅二首》（7）诗所示那样，进入宋代之后，不仅是赠

送茶和饮茶用水，还出现了赠送茶具的现象，而赠

送茶具的现象在唐诗中还没有见到。 

    关于以茶祭祀的茶诗只有 1 首，即皮日休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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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诗・包山祠》（8）。 

    白云最深处， 

    像设盈岩堂。 

    村祭足茗粣， 

    水奠多桃浆。 

   关于以茶祭祀的记录，在唐代以前已经出现过

复数次。如《中国茶文化经典》转引《南齐书》卷

三「武帝本纪」记载：“永明……十一年……七

月……又诏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

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

数百年前已经出现的“以茶祭祀”现象，在有唐一

代的茶诗中只出现了一次；而且唯一的这一例，还

是出现在产茶区的村祭活动中，至于家庭内以茶祭

祀的记载，则一个都没有。其原因何在呢？这是一

个很有意思的课题。是否是因为，南齐所处的南北

朝时期，茶还具有一定的“新鲜感”和“稀少性”，

所以才用于祭祀，而到了唐代，茶已经全面普及、

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日常部分，反而不用于“神圣”

的祭祀了呢？其实，对于号称“宁可三日无食、不

可一日无茶”的当代蒙古族来说，茶是生活中最为

日常的部分，但蒙古族却有以茶祭祀供神的做法。

可见，关于“茶与祭祀”的课题，尚需进一步深入

考察。 

    （二）茶的饮用样态。 

    毋庸赘言，茶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利用法是

“饮用”，前述用于“赠答”的茶，其绝大部分最

终还是拿来“喝”的。 

“茶的饮用样态”是茶文化里面比较重要的一

个门类，如果进一步细分的话，还可以分为“饮茶

方法”、“饮茶习惯”（诸如睡后茶、饭后茶等生

活习惯）、“饮茶人数”（诸如林珍莹.2007 所说

的独饮、对啜、茶会等）等诸多小项。关于进一步

的细分类，本文予以省略，在此想介绍一下下面三

点内容。 

    1、独饮 

   明代陈继儒在其《茶话》一书中写道：“品茶、

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

将一个人的品饮――“独饮”置于饮茶的最高境

界――这是明代人的审美情趣。而在唐诗中，关于

“独饮”的作品只有 6 首。而且其中皎然的《湖南

草堂读书招李少府》（9）诗中写道“茶樽独対余”，很

显然并不是在享受独饮的乐趣，而是在以茶邀友。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唐代并没有崇尚独饮

的审美意识。 

    2、以茶待客 

    和“独饮”相比，复数人一起饮茶的情形要多

得多，这和唐代茶人中盛行“携茶访友（最多的是

去寺院）”、“访友寻茶（同样最多的也是去寺院）”

有关。然而，这种“携茶访友”、“访友寻茶”的情

况到底算不算“以茶待客”，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

题。在不考虑这两类的情况下，能够明确知道是“以

茶待客”的茶诗一共有 59 首。说明现代社会中很普

遍的“以茶待客”的习惯，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59 首诗中，“（以茶）送

别”的茶诗占了大多数，可以说是唐代茶人饮茶习

惯的特色之一。 

    3、茶宴・茶会 

    所谓“茶宴・茶会”，根据唐诗的内容来看，是

指复数人一边品茶、一边或吟诗、或做书做画、或

欣赏歌舞、或围棋、或赏琴、或清谈的聚会，是茶

与文人“高雅”娱乐相结合的一种聚会。唐代关于

“茶宴・茶会”的茶诗只有 9 首。而从这 9 首诗作

者的生卒年来看，除了生卒年不详的鲍君徽之外，

最晚出的是武元衡，生于 758 年、卒于 815 年。也

就是说，武元衡以后，“茶宴・茶会”类茶诗没有再

出现过。 

    武元衡比茶圣陆羽小 25 岁，《茶经》成书于 780
年，而武元衡卒于 815 年，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武元

衡与陆羽属于同时代人。由此可知，大约在陆羽《茶

经》成书之前，唐代茶人中出现了一个举办“茶宴・

茶会”的小小的热潮，然而，这个热潮从时间上来

说，随着《茶经》的问世逐渐消退了，那之后，即

使“茶宴・茶会”的形式依旧存在，却已经不大被

茶人论及，至少不再是茶诗吟咏的对象了。其原因，

尚需进一步考察，估计与《茶经》的问世进一步促

进了茶文化的普及、“茶宴・茶会”逐渐失去了“新

鲜感”有关。 

    （三）茶人 

    “茶人”一词至少有下面 3 种意思。 

    （1）泛指爱茶人、饮茶人。 

    （2）如皮日休、陆龟蒙《茶诗唱和・茶人》诗

所吟咏的那样，指茶生产者。 

    （3）指与茶文化相关的名人。 

    后两类“茶人”在唐代茶诗中均有出现。 

唐代茶诗中被吟咏的茶界名人，如果刨除本人

作品以及茶诗唱和作品的话，那么只有关于茶圣陆

羽的作品 16 首，其他人，包括亚圣卢仝在内，则 1
首也没有。也就是说，唐代诗人眼中的唐代茶界名

人，只有陆羽 1 人而已。 

    （四）饮茶功效 

    关于“饮茶功效”，秦韬玉的《采茶歌》（10）具

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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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耽书病酒两多情，  

坐对闽瓯睡先足。 

    洗我胸中幽思清，  

鬼神应愁歌欲成。 

   正如诗中所示，唐诗中关于“饮茶功效”的记

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醒醉与退睡魔”类的

身体功效和“神清气爽”类的精神效果。关于前者

的茶诗共 42 首（11），而关于后者的茶诗共 32 首。 

   （五）茶与酒 

    关于“茶与酒”的话题，除了前述强调“解酒

毒、消酒醉”的“饮茶功效”之外，笔者对茶诗中

“茶酒并举”和“以茶代酒”两个现象做了统计调

查。前者共有 88 首，后者只有 6 首。 

   说到茶与酒的关系，早期最有名的就是三国时

期孙皓“以茶代酒”的故事。《三国志》「韦曜传」：

“皓（242～284 年、在位 264～280 年）毎饗宴、

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

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遇时、

常为裁減、或密赐茶荈以当酒” （12）。在茶文化史

料相对比较匮乏的三国时期，而这则史料又具有相

当的故事性，所以被广泛引用，但是，宫廷内的一

个例子，未必具有普遍性。然而，唐代茶诗中，“茶

酒并举”的作品要远远多于“以茶代酒” 的作品，

至少可以说明到了唐代，作为后起之秀的“茶”乃

至“茶文化”终于达到了与“酒”比肩的程度。 

    （六）茶烟 

    唐代茶诗中关于“茶烟”的描写一共有 27 首。

总体数量上并不多，但这 27 例“茶烟”诗却包括了

5 个种类的“茶烟”，我们分别举例来看一下。 

    1、制茶过程中焙茶时作为燃料的木材之烟。 

顾况的《焙茶坞》（13） 

新茶已上焙，  

旧架忧生醭。 

旋旋续新烟，  

呼儿劈寒木。 

   2、生火煮茶时柴火之烟。 

杜荀鹤《宿东林寺题愿公院》（14） 

檐底水涵抄律烛， 

窗间风引煮茶烟。 

李中《献徐舍人》（15） 

藓点生棋石， 

茶烟过竹阴。 

   3、为去旧茶之湿气，敲碎团饼茶之前或定期焙

茶时的茶烟。 

齐己《尝茶》（16） 

石屋晚烟生， 

松窗铁碾声。 

李中《寄卢岳鉴上人》（17） 

烘壁茶烟暗、 

填沟木叶干。 

白居易《即事》（18） 

室香罗药气， 

笼暖焙茶烟。 

    4、将笼罩茶树的薄雾比喻为茶烟。 

齐己《谢中上人寄茶》（19） 

tp://， 

并手摘芳烟。 

古时讲究凌晨摘茶、带雾摘茶，此处将“雾”

比喻为“烟”，并以“摘芳烟”来比喻“摘芳香之茶”。 

5、将煮茶时汤面冒起的蒸汽比喻为茶烟。 

崔道融《谢朱常侍寄贶蜀茶剡纸二首》（20） 

瑟瑟香尘瑟瑟泉， 

惊风骤雨起炉烟。 

一般来说，将“起炉烟＝从炉子中升起的烟”

理解为生火用燃料之烟，是比较正常的。然而，这

一句诗中的“惊风骤雨”是茶文化“汤侯”的惯用

表现手法，指的是水烧开到宜于煮茶的程度，而“起”

字是使役态，那么，此处“惊风骤雨”带起的“烟”，

应该是指汤面升起的水蒸气。 

“茶烟”是唐代茶人新发掘出来的审美视点，

而重视具体实践操作的陆羽《茶经》中并没有关于

“茶烟”的记载，所以可以认为，“茶烟”是茶人们

通过茶诗构筑起来的审美意识。 

   （七）饮茶用水 

   关于“饮茶用水”、特别是“泉”的茶诗很多，

达到 142 首。 

    其中，既有如皮日休《题惠山泉》（21）这样的以

陆羽和刘伯芻排定的“天下名水排行榜”中的名水

为题材的作品，也有众多的吟咏“名水标准”的作

品。下面，我们举例来看一看唐诗中关于“名水标

准”的记载。 

   「寒」：皎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
（22）：“寒泉味转嘉”。 

「甘」：寒山《诗三百三首》（23）：“泉涌甘

浆长自流”。  

   「清」：唐彦谦《游南明山》（24）：“茶汲清

泉煮”。 

「净」・「洁」：孟郊《越中山水》（25）：“越

水净难汚”。 

「活」：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

并序》（26）：“玉泉流不歇”。  

「乳」：章孝标《题碧山寺塔》（27）：“萦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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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泉梳石发”。  

   「石」：羊士諤《南池晨望》（28）：“茶对石

泉清”。 

   可见，关于“饮茶用水”中优质水的判断标准，

在唐代已经基本成形了。 

    （八）火及汤侯 

    关于煮茶用火及汤侯的唐代茶诗共有 34 首。 

    关于生火燃料的如成彦雄《煎茶》（29）：“蜀茶倩

个云僧碾，自拾枯松三四枝”。关于汤侯的如秦韜玉

《采茶歌》：“鼎中飒飒筛风雨”等。  

   （九）名茶及茶产地 

 我们先来看 1 首茶诗。韦处厚的《盛山十二诗・

茶岭》（30）： 

顾渚呉商绝，  

蒙山蜀信稀。 

千丛因此始，  

含露紫英肥。 

   正如诗中所示，“顾渚茶”和“蒙山茶”是唐

代名茶中的绝对的“双雄”。然而，唐代茶诗中出

现的名茶却绝不局限于这两个名牌，要丰富得多。

如上面这首茶诗中的“盛山茶”便是一个例子。 

韦处厚曾在盛山所在地开州任官，所以才会有

这首“盛山茶茶诗”问世，其他的还有吟咏自己故

乡的名茶、吟咏游历地的名茶以及吟咏接到的赠品

名茶等等，关于“名茶及茶产地”的诗作达到了 84
首。 

   （十）贡茶。37 首。 

    （十一）茶之流通贸易。7 首。 

    （十二）茶税、榷茶制度。2 首。 

    （十三）茶点。 

    涉及到“茶点”的唐代茶诗只有下面 3 首。 

    贯休《夏雨登干霄亭上宋使君》（31）：“野果

一枝堪荐茗”。  

杜荀鹤《和呉太守罢郡山村偶题二首》（32）：

“茶盘果带枝”。  

李中《冬日本怀寄惟真师》（33）：“煮茶烧栗

兴、早晚复围炉”。 

从仅有的这 3 例来看，用于佐茶的是临时摘来

的野果和栗子。 

关于栗子，如苏轼《次韵僧潜见赠》（34）“煮

茗烧栗宜宵征”、黄庭坚《再答冕仲》（35）“丘壑

诗书虽数穷，田园芋栗颇时丰”等诗所示，在古代，

“栗”和“芋”往往是被作为粮食来看待的，和我

们现代意义上的“茶点”颇有不同。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唐代还没有形成“茶点”

的概念，以食物佐茶的习惯也很少。 

    （十四）典故 

    关于“（茶）典故”的茶诗，在唐代只有 1 首，

即卢仝《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客谢竹》（36）。  

扬州驳杂地，                

不辨龙蜥蜴。 

客身正干枯，  

行処无膏泽。 

太山道不远，  

相庇实无力。 

君若随我行，  

必有煎茶厄。 

  “煎茶厄”虽是此诗作者卢仝新创造的一个词

汇，但其原点出自“水厄”典故则是一目了然的事

实。 

  据《中国茶文化経典》引《太平御览》记载：

“晋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茶，人至则命饮之，士大夫

皆患之。每欲往侯，必云今日有水厄”。王濛（309～
347）以后，“水厄”一词成了“茶”或“饮茶”的

代名词，被后世广为引用。很显然，卢仝正是受其

影响而发明了“煎茶厄”一词，然而，“煎茶厄”

一词却没有普及。 

  到了后世的宋代，茶诗中引用典故的现象增加

了很多，关于宋代茶诗中使用典故的情况，笔者将

另行撰文予以介绍。从唐诗中仅有 1 首这个数字来

看，唐代虽为中国茶文化勃兴的时代，但其茶文化

的蓄积还不够深厚。 

    （十五）关于茶文化新概念的创造与记录 

    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茶诗来看一下唐代茶诗创

造或记录下来的几个新概念。 

    韓偓《信笔》（37）：“石崖采芝叟，乡俗摘茶

歌”。 

“茶歌”――将文人创作的咏茶诗歌以外的、

田间实际采茶时唱的劳动歌曲称为“茶歌”，此诗

是首例。 

郑谷《咏怀》（38）：“竹声输我听，茶格共僧

知”。 

陆龟蒙《和袭美冬晓章上人院》：“闲临静案

修茶品，独旁深溪记药科”（39）。 

“茶格”与“茶品”应该同义，指茶的等级评

判，均为出于茶诗的新词汇。 

    （十六）茶具 

    茶具是茶诗中频繁登场的主题。 

其中吟咏茶碗、茶杯、茶瓯等饮茶茶具的作品

最多，93 首（含茶盅诗 1 首、茶盏诗 3 首）；吟咏

茶鼎、茶铛的作品 44 首（含茶锅诗 1 首）；吟咏茶

炉的作品 26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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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饮茶动作、行为 

    共 34 首。关于这一门类，我们在后面还要详述。 

    （十八）茶汤之色、香、味 

    共 83 首。关于这一门类，我们在后面还要详述。 

    （十九）饮茶之精神思想以及与宗教之关系 

    与佛教相关的唐代茶诗共有 266 首，约占茶诗

总数的 4 成左右，在各个类别中居首位。另外，关

于道教的茶诗为 16 首，关于隐者的茶诗为 67 首。

关于这一门类，我们在后面还要详述。 

    （二十）茶的植物特性与栽培 

    共 36 首。 

    （二一）茶之生产、包装 

    共 29 首。 

    （二二）饮茶环境 

    “饮茶环境”是茶文化中的重要门类，唐代已

经出现了重视饮茶环境的征兆，比如出现了“茶亭”，

比如竹林、石桥畔等场所颇为人气等等，但是，“饮

茶环境”的概念、或者说定义标准太过暧昧，实在

难以判断。比如竹林算“饮茶环境”，那么，文人

常去饮茶的寺院算不算“饮茶环境”呢？有鉴于此，

本文在此处不给出具体统计数字。 

    （二三）特殊饮茶法 

    往茶汤内添加其他饮食物品的“添加茶”、“花

茶”、“茶粥”（40）等其他非主流的饮茶法等。 

    （二四）其他 

    如杜甫《重过何氏五首（其三）》（41）：“落

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这类诗句中涉及到茶，但

却无法归入上述 23 类中、又没有必要单列门类的茶

诗共有 14 首。 

 

【二】“茶诗”与《茶経》之比较 

   如前所述，《茶经》是茶圣陆羽所著的世界第

一部专业性茶书，而茶诗则是文学作品、是深入到

生活之中的茶文化的记录与描写，两者之间在内容

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

二者之间在哪些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则是茶

文化研究上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为此，笔者以《茶

经》各章内容为基本比较对象，以相关的茶诗数量

为着眼点，来分析一下《茶经》与茶诗在侧重点上

的异同，归纳为下表。 

    表的左侧是《茶经》各章的主要内容，中间是

涉及到相关《茶经》内容的唐代茶诗的数量，表的

右侧则是茶诗所吟咏的内容的主要类别，为便于比

较，与《茶经》各章内容相同的类别做空白处理，

而《茶经》各章中所没有的类别则在表的右侧下部

予以标出，其具体茶诗数量同样在表的中间栏标出。

另外，鉴于前述茶诗分类的特点，对《茶经》各章

内容做了部分合并与调整。 

 

茶经内容 相关茶诗数量 茶诗内容 

起源 

种植相关 

制茶器具 

制茶法 

65  

饮茶器具 163  

饮茶行为 34  

煮茶相关 用水 142 
汤侯 34 

 

饮茶相关 色香味 83  

史料相关 1  

产地相关 84  

略式・图 0  

 349 思想精神宗教相关 

 74 饮茶效果 

 94 茶与酒 

 27 茶烟 

 39 贡茶茶税榷茶相关 

 

    《茶经》「七之事」是对于陆羽以前的茶史料

的整理，作为专业茶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章

节，但对于文学作品的茶诗来说，即使其内容涉及

到了历史上的人物或传说，比如神农尝百草的传说，

也无法作为史料来看待，所以在“史料相关”一项

中，只将前述茶诗分类之「十四“典故”」的 1 首

统计在内了。 

    表中“略式・图”一栏的数字为“0”。关于这

一点，需要特殊说明一下。《茶经》「九之略」的

内容是陆羽发明的煮茶法（煎茶法）的简略形式。

举例而言，陆羽以“炉”为正式茶具，而以“鼎”

为略式茶具。然而，在唐代茶诗之中，涉及“鼎”

的作品有 27 首，而涉及“炉”的作品为 26 首。而

且茶诗中出现的（茶）“炉”很多并不是陆羽提倡

的独立而且专用的“茶炉”，而是兼用的。正如“左

安药炉右茶具”（42）、“暖炉留煮药、邻院为煎茶”
（43）、“地炉僧坐暖”（44）等诗所描述的那样，以

“暖炉”、“地炉”、“药炉”兼做煮茶之用的现

象很普遍。也就是说，陆羽《茶经》中所说的简略

形式，茶人们在自己并没有明确的“简略形式”意

识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在生活中付诸实践了。因

为茶诗作者并没有“略式”的概念和“特意”采用

“略式”的想法，所以其茶诗也不作为“略式”来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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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羽在《茶经》「十之图」中并没有给出实际

的原图，而只是强调应该将《茶经》的内容绘制成

图、悬挂于座右、以备参考。然而，在茶诗中，关

于「十之图」的作品，1 首也没有。而这一结果，

也许正是茶人们“不愿被某种形式或规则所束缚”

之心理的最直接的表现。 

   另外，“贡茶”“茶税”和“榷茶”等制度，

出现在《茶经》成书之后，所以《茶经》中并没有

论及。 

   通过上表所示《茶经》与茶诗的比较，我们可

以得出下面几个结论。 

    （一）茶诗填补了《茶经》之空白，丰富了茶

文化的内涵 

    比如《茶经》「八之出」是关于当时全国茶产

地介绍的章节。但《茶经》基本上只停留在产地地

名的列举程度，顶多是加上了“上、次、下”之类

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评价。而茶诗则不同，茶诗

往往是以地方特产或赠品的眼光来看待各地的茶

的，所以茶诗不仅涉及到具体的茶名、其内容描述

也详实而生动，这是专业茶书所不及的。 

   再比如《茶经》中没有关于“独饮”或“茶宴”

等的任何记载，而这些也是分析文人品茶心理的重

要资料，茶诗填补了其空白。 

    （二）和“茶的植物特性、栽培、生产、包装”

相比，诗人们更重视“饮茶活动” 

    关于这一点，从茶诗数量上便可一目了然。如

上表所示，和《茶经》卷上「一之源」「二之具」

「三之造」相关的茶诗共 65 首，而和《茶经》卷中

「四之器」、卷下「五之煮」「六之饮」相关的茶

诗共 456 首，诗人们的兴趣所在，不言自明。其实，

两者之间的数量上的差距，实际上比我们给出的数

字还要大一些，我们来简单说明一下。 

    上表中“饮茶器具”163 这个数字，其实只是

出现频度比较高的“茶碗、茶杯、茶瓯类”、“茶

鼎、茶铛类”和“茶炉”的总数，而出现频度较低

的“茶箸”（45）、“茶匙”（46）、“茶床”（47）“茶

柜”（48）、“茶笼”（49）等还不包括在内，另外，

作为总称的“茶器”以及拿自然界的石头等做代用

茶具的现象等也未包含在内。相反，65 首这个数字

中，像“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50）

这类看不出实质内容的暧昧表现、以及“茶坡日暖

鹧鸪啼”（51）这类近乎纯自然描写的作品，其实，

作为茶的生产制造茶诗和作为茶的植物栽培类茶

诗，是非常勉强的，但有很多这类茶诗也都包括在

65 首这个数字里面了。 

   还有，在陆羽的《茶经》中，“茶灶”是“制

茶器具”之一，然而，唐代茶诗中，“茶灶”共出

现了 13 次，其中只有 2 次是“制茶器具”，而其他

11 次则是“煮茶”、也就是和饮茶活动相关的“饮

茶器具”。本文为避免混乱，关于“茶灶”的数字

未统计在上表之中，如果统计在内的话，则两者之

间的数字差距还要大一些。   

   （三）和“饮茶的动作、行为”相比，诗人们

更重视茶之“色、香、味” 

    陆羽在《茶经》中提倡的“煮茶法”，如果从

“饮茶动作和行为”的角度来看，至少可以分为下

面 4 道程序： 

    1、将团饼固形茶加工成粉末 

    2、将粉末茶放入茶釜并搅拌 

    3、将煮好的茶汤舀入茶碗 

    4、品饮 

    如果参照日本茶道“手前”（茶道中的具体动

作及流程）的情形来看，唐代煮茶法的“饮茶动作

和行为”至少应该包括上述 4 组动作。而我们考察

了全部唐代茶诗后发现，关于“饮茶动作和行为”，

茶诗给出的不是几组或 1 组连贯的动作描写，而是

集中在下面几个特定的、单独的动词上面。 

    「碾」：“渴听碾茶声”（52）“偈吟诸祖意，

茶碾去年春”（53）――将固形茶初步打碎。 

「焙」「炙」：“笼暖焙茶烟” （54） “深炉敲

火炙新茶” （55）――将固形茶碾碎前烘烤以去其水

分。 

「搅」：“末下刀圭搅曲尘” （56）――将茶粉

放入茶釜后搅拌。 

其中又尤其以“碾”字的用例最多。单从结果

上看，这几个动词都是关于“煮茶阶段”的动作，

换个说法，都是“准备阶段”的动作描写，都与最

后的品饮没有直接关系。然而，由此而得出唐代茶

人相对重视“准备工作”而轻视“品饮动作”之类

的结论，似乎过于武断。 

其实，我们仔细分析这几个动词就可以发现，

“碾”、“焙”・“炙”、“搅”这几个词汇有一

个共通性，就是都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画面场景和

音声效果，尤其是用例最多的“碾”字，碾轮前后

滚动的画面和铿锵之声就在眼前、如在耳畔。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唐代茶文化在品饮方面，

与日本茶道不同，不重视特定的动作流程和规范的

程式，也不追求动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甚至不拘

泥于个别动作，而是在意动作背后那纤细的审美意

识。 

还有一点，“碾”、“焙”・“炙”、“搅”

这几个“环节”同时也是追求一碗茶“美味”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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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点。“碾”决定着茶粉的细腻程度，也就是

决定着茶的水溶率和浸出效果；“焙”・“炙”决

定茶香和口感；“搅”，同时也是在观汤侯，决定

着煮茶时间。也就是说，唐代茶人在“饮茶动作和

行为”方面注重的这几个“点”最终都是为茶的“色、

香、味”服务的，茶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茶的“色、

香、味”。这一点，从关于“饮茶动作和行为”的

茶诗只有 34 首、而关于茶的“色、香、味”的茶诗

有 83 首的数字差上面也可以得到印证。而这一和

“饮茶动作和行为”相比更重视茶之“色、香、味”

的传统，被继承了下来并延续至今，这也正是中日

茶文化的主要差异之一，这也正是中国茶文化始终

没有形成“饮茶动作”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主要原因

之一。 

（四）茶诗在饮茶思想的形成方面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 

毋庸置疑，茶文化思想以及审美意识形态在唐

代已经初步形成。而关于这一领域，《茶经》只字

未提，相关茶诗却多达 349 首，可见茶诗对中国茶

文化思想的初期形成贡献极大，是绝对的“主力”。

萧丽华.2009 中说，关于茶禅的记录，茶书和《全

唐文》中均找不到，只好去茶诗中寻求，其原因也

正在于此。 

 

【三】通过茶诗解读唐代茶文化精神的构成 

   据笔者的统计，唐代茶诗中与佛教相关的作品

有 266 首，与道教相关的作品有 16 首，与隐者性格

相关的作品有 67 首，合计 349 首，而这些茶诗正是

形成茶文化精神的基础。 

  与佛教相关的 266 首茶诗中，僧人的作品约占

40%，共 105 首；而唐代茶诗总数为 606 首，僧人作

品占 17.3%，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另外，“文人与

僧人唱和茶诗”、“文人与僧人茶赠答诗”、“文

人游历寺院饮茶诗”、“文人携茶走访寺院茶诗”、

“寺院植茶制茶茶诗”等类型的作品占了 266 首中

的绝大部分。而茶诗内容真正涉及“佛性”、“禅

意”等思想精神性的作品只有 11 首。下面我们来看

一下这 11 首茶诗。 

   刘长卿《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57）： 

到此机事遣，  

自嫌尘网迷。 

因知万法幻，  

尽与浮云齐。 

皎然《山居示灵澈上人》（58）：                                    

身闲始觉隳名是，  

心了方知苦行非。 

外物寂中谁似我，  

松声草色共无机。 

皎然《白云上人精舍寻杼山禅师兼示崔子向何

山道上人》（59）： 

世事花上尘，  

惠心空中境。 

清闲诱我性，  

遂使肠（一作烦）虑屏…… 

识妙聆细泉，  

悟深涤清茗。 

此心谁得失，  

笑向西林永。 

皎然《九日与陆処士羽饮茶》（60）： 

九日山僧院，  

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  

谁解助茶香?  

  皎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61）： 

投铛涌作沫、 

着碗聚生花。 

稍与禅经近、 

聊将睡网赊。 

  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62）： 

时节流芳暮，  

人天此会同。 

不知方便理，  

何路出樊笼。 

    白居易《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63）： 

烟香封药灶，  

泉冷洗茶瓯。 

南祖心应学，  

西方社可投。 

先宜知止足，  

次要悟浮休。 

    白居易《早服云母散》（64）： 

每夜坐禅观水月、 

有时行酔玩风花。 

净名事理人难解、 

身不出家心出家。 

  司空图《丑年冬》（65）： 

醉日昔闻都下酒，  

何如今喜折新茶。 

不堪病渴仍多虑，  

好向灉湖便出家。 

杜荀鹤《题德玄上人院》（66）： 

刳得心来忙処闲，  



 
人間生活文化研究 Int J Hum Cult Stud. No. 30 2020 

 

         唐代茶诗中的茶文化世界考察 142 
 

闲中方寸阔于天。 

浮生自是无空性，  

长寿何曾有百年。 

罢定磬敲松罅月，  

解眠茶煮石根泉。 

我虽未似师披衲，  

此理同师悟了然。 
李洞《寄淮海惠泽上人》（67）： 

竹里桥鸣知马过、 

塔中灯露见鸿飞。 

眉毫別后应盈尺、 

岩木居来定几围。 

他日愿师容一榻、 

煎茶扫地学忘机。 

将这 11 首茶诗全部罗列在一起，有助于我们从

整体上把握唐代茶与禅（佛性、佛教）相结合的特

点。我们先来看看上述诸诗中和“禅意”相关的关

键词：“嫌尘网”、“世事（如）尘”、“无机”、

“隳名”、“清闲”、“烦虑屏”、“俗人（脱俗）”、

“知止足”、“事理难解”、“多虑”、“浮生”、

“忘机”等等。进一步横向整理一下，就是“摆脱

殚思熟虑、远离烦恼，淡看声名、舍弃贪欲，斩断

俗世束缚，以致脱俗”，这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上述

诸诗共通的一个轴线，同时这也是唐代茶文化精神

的一个基点。 

然而，上述“茶禅”相关的“闲适”、“不执

着于名利”、“摆脱俗世束缚”、“脱俗”等意识

形态，其实与中国儒家文人向往的“隐者性格”极

为相近、甚至是共通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两首关

于隐者的茶诗，两者之间的共通性就会一目了然。 

吕从庆《山中作》（68）： 

人生自古少百年，  

弹琴饮酒须欢然。 

老子于今得此趣，  

纵有尘事难纠缠。 

左安药炉右茶具，  

失记朝来与朝去。 

偶因送客出前溪，  

便过溪桥拾诗句。 

   杜荀鹤《题衡阳隐士山居》（69）： 

   闲居不问世如何，  

云起山门日已斜。 

放鹤去寻三岛客，  

任人来看四时花。 

  隐者的美学意识有着更重视“自由”的倾向，

但在“闲”、“断欲而享受日常的本真”、“摆脱

俗世束缚”、“脱俗”、“不在意他人而远离烦恼”

等方面，与“禅意”相通的部分还是很多的。 

  齐已在《过陆鸿渐旧居》（70）中写道：“佯狂

未必轻儒业、高尚何妨诵佛书”。这里面有两层意

思。第一，“隐者性格”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文人

来说，是一种风流，是一种“高尚”，是大家追崇

的目标。第二，能够既轻视“儒业”、又不诵佛书

的，大概只有陆羽这样的被称为“狂人”、“野人”

的真隐士。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文人来说，“儒

业”才是他们的本业，他们即使诵佛书，即使内心

向往“隐者性格”，也绝对无法舍弃“儒业”。白

居易《劝酒寄元九》（71）中所说的“既不逐禅僧、

林下学楞枷。又不随道士、山中炼丹砂。”，讲的

也正是这个道理。文人可以向往、追求“高尚”，

但却舍不掉作为本业的“儒业”。在这一点上，“隐

者性格”和“禅意”是一样的，文人们不可能在这

条路上走得更深，所以才会有“身不出家心出家”

的说法――“身子固守儒业，心向出家”。 

但是，茶则不同。“茶”不仅“稍与禅经近”，

而且还可以帮助文人们“我虽未似师披衲，此理同

师悟了然”。所以，其实“茶”是兼通“隐者性格”

与“禅意”的“方便品”，既不必出家、甚至不必诵

经打坐，也不必如真隐者那样远离市井、远离人群，

茶是兼顾“隐”与“禅”的具象化的、而且可以“信

手拈来”的“方便”手段。这也正是诗人高诵“煎

茶扫地学忘机”的原因所在。 

  我们再来看看与道教相关的茶诗。其实，在“儒”

“道”“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情况下，想要

明确区分出隐者相关茶诗、佛教相关茶诗、道教相

关茶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此，笔者在统计道

教相关茶诗时，除了道士作品之外，主要的判断标

准是“长生”、“飞升”、“炼丹和丹药”、“道

经”等几个要素。关于道教作品，我们以亚圣卢仝

的两首茶诗为例来看一看。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72）： 

……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 

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 

在何处、 

玉川子、 

乘此清风欲归去…… 

   卢仝《忆金鵝山沈山人二首（其一）》（73）： 

莫合九转大还丹、 

莫读三十六部大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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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共我说真意、 

齿下领取真长生。 

第一首诗又被称为七碗茶诗，非常著名，可以

说，卢仝便是凭借这一首茶诗确立起了自己茶界亚

圣的地位的。其中最著名的“七碗茶”以渐进的手

法最终描写强调出了饮茶的爽快感和陶醉效果，以

致于好似飞赴仙境蓬莱山。而和第一首相比，第二

首茶诗讲的就更直白明了了――不必“炼九转大还

丹”，也不必“读三十六部大洞经”，只要一碗茶，

即可“齿下领取真长生”。而卢仝的这一概念又被

后世茶人们继承并传承了下去。宋代苏轼的《游诸

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74）便是佐证之

一。 

示病维摩元不病、 

在家灵运已忘家。 

何须魏帝一丸药、 

且尽卢仝七碗茶。 

   很显然，和费力炼丹、费神读经相比，令人神

清气爽的茶饮又被当作“方便品”了。 

  综上所述，关于由茶诗构筑的唐代茶文化的精

神领域，我们可以得出下面三个结论。 

  （1）不管从儒、道、释哪个角度来看，茶（饮

茶）都是以“方便品”的形式与各个宗教或思想体

系交融，从而被赋予了各种意识形态的色彩。 

  （2）正因为“茶”是以“方便品”的形态出现

的，所以茶文化思想体系成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受

容体”，至少在唐代，其内涵还是儒、道、释的混

合体。 

  （3）在唐代茶诗中，尚未见到后世、如宋代“吃

茶去”、“赵州茶”之类的被“固化”了的概念。

说明茶与禅（佛教）或其他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在

唐代尚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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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ems are about tea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ea culture, as well as indispensable materials used to 
study the tea culture. 

Through sorting and analyzing 606 poems about tea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paper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tea 
cul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included the following 24 categories of contents, i.e. the ways to use tea, the forms of 
drinking tea, the ways to drink tea, tea specialists, the effects of drinking tea, tea and alcohol, tea smoke, water used 
to make tea, the duration of cooking, famous tea and places of origin, tribute tea, tea trade, tea taxes and decrees, 
tea desserts, historical stories, new concepts, tea set, tea drinking acts and behaviors, the color, fragrance and taste 
of tea, the ideology and spirit of drinking tea,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ivation of tea plants, the production and 
package of tea, tea drinking environment and others. 

The paper compares the contents of tea culture contained in the poems about tea with the contents of Tea 
Classics,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ideology and spirit” as part of the tea cul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were basically built on the poems about tea. Besides, the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e aesthetic orientations of 
those drinking tea in the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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