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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唐以后，饮茶风俗普及，中国茶礼仪渗透到待客、宫廷、婚嫁、祭祀等社会生活领域。茶礼仪具有亲

朋和乐、君臣和乐、亲族和乐、天地人和乐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增强团体的合作精神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折
射出中华民族对温和平静、秩序井然的礼乐精神的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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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ea etiquette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ZHU Hai-yan1, WANG Xiu-ping2, LI Wei3 , LIU Zhong-hua1
(1.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2.Tea Research Institute, Fuji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Fu’an 355015, China;
3.Agriculture Committee in Nanchuan Area of Chongqing, Nanchuan 408400, China)
Abstract: The tea drinking customs were popularized after the mid-Tang dynasty, and tea drinking etiquette, including,
serving guests, palace etiquettes, marriage etiquettes and sacrifice etiquettes, became a kind of decorous fashion of whole
society.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ea culture which all focused on "harmony" value. Then it
proposed that tea etiquettes were benefit to the cooperative spirit of group and stable social order, which reflected the
Chinese nation advocating to moderate, calm and orderly Li-Yue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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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本为山间普通一草木， 可日常食用而性俭

各种饮茶礼仪，无一不折射出其“和乐”文化的价

朴，在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渗透和主导下，饮茶这

值与内涵。笔者拟对中国茶礼仪及其文化内涵进行

种有限的口腹之欲不断寓有超乎具体物质享受以

深入探讨和分析。

外的精神内涵，衍生出多姿多彩的内容，特别自唐
中后期以来，饮茶礼俗逐渐渗透到中华大地各阶

一、待客茶礼仪：“亲朋”和乐

层、各民族的各个生活领域。中国人因茶相交，习

中国传统的待客之“礼”，强调以内在的仁、

礼以茶，通过茶饮这一媒介交朋结友，品味茶一般

敬、诚、让为质实，行为上以遵循一定的仪节为表

的人间冷暖清浊、甘苦浓淡，共同创建着既与现实

征，以构建一种“和乐”的人际关系。“来客不筛

社会并行不悖，又真正让自己身心安顿的空间，对

茶，不是好人家”。来客奉茶是中华民族传承了几

于增强团体的合作精神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有

千年的最起码的待客礼节，表达出主人热情友好、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寻常百姓家，以茶礼示恭敬之

诚挚尊敬的心意，从而在宾主之间营造出温暖快乐

心；宫廷中，以茶礼顺君臣之序；婚嫁中，以茶礼

的交往氛围，如在《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七·梦

寓坚贞之情；祭祀中，以茶礼表虔诚之意……纵观

二》[1]中记载的唐代奚陟(745—799)与客饮茶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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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一斑：
……时已热，餐罢，因请同舍外郎就厅茶会。
陟为主人，东面首侍。坐者二十余人。两瓯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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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又至少，揖客自西而始，杂以笑语，其茶益迟。

却有失对客人的那份敬重，更谈不上赏心悦目。[4]

陟先有痟疾，加之热乏，茶不可得，燥闷颇极……

另外，不同地域和民族也形成了不同的待客茶礼：

“陟为主人，东面首侍。”指的是座次安排合

白族“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三道茶，藏族“香甜可

乎“礼”。《礼记·乡饮酒义》指出：“宾主，象

口”的酥油茶、蒙古族“奶香四溢”的咸奶茶。[5]

天地也。”“四面之坐，象四时也。”因“天地温

尽管不同地区的茶礼仪形态万千，但其文化本质和

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

内涵是永不变的，那就是以茶表礼敬，以茶诉真情，

此天地之仁气也。”为显示主人的仁德，故“坐主

这也是茶礼仪一直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

于东南”；“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
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为表达敬

二、宫廷茶礼仪：“君臣”和乐

意，“坐宾于西北”；此外，坐介(辅宾)于西南，

中国古代宫廷礼仪的根本要求是时刻体现出

坐僎(辅主)于东北。行茶时“揖客自西而始”，经

君臣双方的各自身份，构建一个反复呈现和不断强

西北向南而行，经西南、东南、最后至东北方位的

化君臣秩序的合法空间，使皇帝在这种仪式中获得

主人奚陟，以充分表达对客人的恭敬。尽管奚陟身

极大的心理满足和至高无上的身份认同。[6]如果说

患痟疾(糖尿病)，天气燥热，二十余人仅用两碗茶

百姓日常生活中待客茶礼是实现“平等和乐”的途

行茶礼，速度缓慢，于情来说，奚陟可以先行饮之，

径，那么宫廷茶礼仪则是感染了茶的清廉与和美，

但这不合乎礼，所以奚陟虽“燥闷颇极”，却依然

将君上臣下的等级关系转化为一种相对融和，甚至

依礼行茶。由是观之，中国古代以茶待客，对于“礼

具有一定审美艺术感的形式，从而实现君臣之间的

乐”精神的追求远远超出口腹之欲的满足。

“相对和乐”
。

明代朱权《茶谱》所描述“礼”也十分周到：

为显示皇帝的威严与天子的尊贵，宫廷茶礼仪

童子焚香、备具、汲清泉、碾茶、烹茶、量客投茶、

势必在茶具、茶品、仪礼上更为繁复。陆羽《茶经》

分茶、献茶、童子接瓯而退，其间主客“礼陈再三”。

描述了饮茶所需的二十四种用具，并强调“王公之

[2]58

这一过程最终实现的并不限于茶的物质享受，

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1987年，陕西扶

而是“泻清臆”、“破孤闷”，将心灵释放，在茶香

风法门寺出土了一系列银质鎏金的唐代宫廷茶器，

袅袅中，话久情长，其乐融融。清代曹雪芹《红楼

鲜明体现出茶器在使用功能之外所承载的“礼意”：

梦》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中精彩描述

“茶碾子”槽身两端为如意云头状，两侧饰以飞雁

了妙玉的待客之道，通过茶杯的选择表达不同“礼”

及流云纹，寓意“万事如意”；
“茶罗子”盖顶錾两

意，用华美贵重的成窑五彩小盖钟表达对长辈贾母

体首尾相对的飞天，罗架两侧饰执幡驾鹤仙人和飞

的尊重与恭敬；用珍藏的“王恺珍玩”的茶杯表达

翔的仙鹤，寓意“快乐似仙”；
“龟状银盒”是以“龟”

与宝钗、黛玉的知心之情；用自己所用之绿玉斗给

寓意吉祥和长寿，这些茶器无论质地、造型还是饰

宝玉暗示内心的爱慕；对普通的客人，则用一色的

纹皆合贡品之礼，体现皇家气派。此外，茶品优劣

官窑脱胎填白盖碗表达敬意。

也是身份等级的标志，据苏鹗《杜阳杂编》载：
“唐

在当代以茶敬客时，除要求参与者着装整洁大

德宗每赐同昌公主馔，其茶有绿华、紫英之号。”

方、神情谦恭自然外，倒水、续水都按礼宾顺序和

可见皇帝赐茶时根据官阶级别不同茶品等级也有

顺时针方向进行，基本原则是：客先主后；先主宾，

相应的区别。

后次宾；先女士，后男士；先长辈，后晚辈，且在

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国朝宫史》记

敬茶时，茶水添至七八分即可，喻示着“七分茶三

载了清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初九、初十召见“安集延

[3]

分情”。 如果不尊重敬茶的习俗和细节，添茶续水

额尔德尼、伯克拨达山汗、素尔坦沙等陪臣”的过

不当，则被视为待客无礼和失礼。例如用未沸的水

程[7]，其中记录了皇帝与众大臣在宫殿中赐茶、饮

冲泡茶叶会被认为是无意待客，没有礼貌；用一次

茶的礼节：

性茶杯比用精致的专用茶具待客更为简易方便，但

传旨召见王公……理藩院尚书引入殿西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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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末一叩，坐。赐茶:尚茶以茶案由中道进至檐下，

拥有同等的家庭地位。许慎《说文·女部》：“妻，

进茶大臣恭进皇帝茶，王公以下暨陪臣咸行一叩

与夫齐者也，从女，从中，从又。又，持事，妻职

礼，侍卫等分赐茶，各於坐行一叩礼，饮讫复叩坐

也。”[10]只有初婚的正妻才有资格履行和接受“三

如初。

茶六礼”，
《春秋》云：
“女为人妾，妾，不聘也。[10]

君臣见面一如民间主客相见，以茶招待，但却

迎娶妻子之外的妾侍虽然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

是赏赐和被赐的尊卑关系，皇帝是茶礼的中心人物，

和礼仪，但不施受茶礼。总之，“三茶六礼”这种

敬茶变为赐茶，还要按官阶等级分赐，饮用时皇帝

仪式在亲族好友中宣告了正妻在家中比较尊贵的

先请，臣子要叩谢圣恩后饮用。小小的君臣茶礼，

身份和主子的地位。

在皇帝制度的渗透下俨然成为表现朝廷尊卑秩序的

正因为茶具有“移植不生、结籽多丰、四季常

神圣仪式。就这样，通过宫廷茶礼仪的举行，皇帝

青”的特性，完美表达了人们对美满婚姻“从一而

与臣子们在饮茶这种相对温和的氛围中进行微妙的

终”、
“儿孙满堂”、
“白头偕老”等愿景，所以茶在

情感交流，构建和谐稳定的君臣关系，也拓展了茶

婚嫁中显露出独特的意味。“吃茶”即是“定亲”
，

饮的文化内涵，赋予茶礼仪更高的使命和责任。

订婚定金称为“茶金”，聘礼称为“茶礼”，闹新房
喝“合合茶”，敬长辈需“拜茶”、“跪茶”等[11]，

三、婚嫁茶礼仪：“亲族”和乐

茶贯穿了恋爱、订亲及嫁娶的全过程，成了婚恋中

婚礼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礼节之一，因为这一礼

必不可少的媒介与信物。

仪标志一对男女将合法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共同担
负建设家庭的义务和履行社会的责任。中国古代结
婚礼大致可分为婚前礼、正婚礼、婚后礼三部分，
仪式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8]

四、祭祀茶礼仪：“天地人”和乐
古礼中最大的祭祀礼也离不开茶。祭祀茶礼是
用茶作为祭品的宗教仪式，祭献者通过祭献茶的形

被称为“六礼”。 “三茶六礼”是古代婚姻各种仪

式来表达对祭献对象的敬畏之意，期待天地人和谐

式的总称，寓意明媒正娶，语见清李渔《蜃中楼·姻

相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以茶为祭的最早记录

阻》：“他又不曾三茶六礼，行到我家来。”

[9]

“三

见于梁萧子显《南齐书》
，其中记载齐武帝遗诏“我

茶”是伴随“六礼”的三次敬茶礼，简单、欢乐而

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果、茶炊、干饭、酒

慎重的仪式之中体现着人与人之间亲疏远近、身份

脯而矣”之语。其后“以茶为祭”一直沿习下来。

秩序的相互认可与融和。一茶为“求婚时敬甜茶”。

清代宫廷祭祀祖陵时必用茶叶，祭礼用茶十分讲

即当男家客人入座后，待嫁女儿奉上甜茶(一般是茶

究。同治十年(1871年)冬至大祭时即有“松罗茶叶

叶加上冰糖或金橘等冲泡而成)，按辈份、年龄、先

十三两”的记载，在光绪五年(1879年)岁暮大祭的

男后女的次序敬茶。客人回赠红包表示答谢，俗称

祭品中也有“松罗茶叶二斤”的记述[12]，选用贡茶

“压茶杯”。这一次敬茶的举止相当重要，如有失

中的上品“松罗茶”为祭品足见对神灵的敬畏。宗

礼或不当，则可能婚事告吹。二茶是“结婚时请喝

教活动中，茶也是重要的祭祀品：佛教颂茶为神物，

茶。”即婚礼当日新娘对前来祝贺的男方家的亲朋

向佛祖献茶以表达虔诚与恭敬；道教把茶看作是通

好友敬甜茶。受茶者用“喝甜茶，明年生后生”等

向神仙世界的“天梯”，视茶为“仙草”；伊斯兰教

吉言贺之，并在茶盘上放红包表示回礼，祝福新郎

尚茶禁酒，认茶为正心之物，符合真主旨意。因为

新娘财丁两旺。三茶为最隆重的“公婆前新娘拜

茶是高洁、脱俗的象征，以茶祭祀祖先和神灵，更

茶”。即新郎新娘举行拜堂仪式后，新娘向公婆或

能表达祭祀的神圣和庄严。[13]在民间则历来流传以

长辈敬甜茶，而这时公婆或长辈一般以贵重的金银

“三茶六酒”(三杯茶、六杯酒)和“清茶四果”作

[9]

首饰或珠宝钻石回礼以示隆重。 在一夫一妻多妾

为丧葬中祭品的习俗，如在我国广东、江西一带，

制的时代，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正妻才与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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