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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悠久，对社会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随着社会的不断

发展，茶越来越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提高人文修养的媒介，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

是，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不同的国家传播，融入当地的风俗习惯，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斯里兰卡亦是如此。

本文分析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的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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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茶的故乡，传说时代就有使用茶叶的

踪迹，并且是药食同源。早在汉代，茶叶已成为

单独饮品。自唐代以来，饮茶成为了一种日常的

社会风尚，深受皇室、朝臣和百姓的喜爱。中国

古代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大量关于茶的诗歌、歌曲、

绘画和论著。茶饮被认为是一种高雅的风尚，并

由此衍生出茶道和茶艺 (Yang, 2007)。 

斯里兰卡盛产茶叶，距今已有 138 年的茶业

历史，其品质优良，是斯里兰卡最受欢迎的日常

饮品。其中，锡兰茶以独特的味道和无可挑剔的

香味闻名全球。早在 1824 年，英国人就把茶树从

中国引入到锡兰，并被种植在皇家植物园，

Peradeniya 被认为是斯里兰卡第一棵非商业茶树。 

19 世纪中叶，由于咖啡叶锈病对咖啡种植园

产生危害，茶叶作为一种经济作物首次被引入斯

里兰卡。1867 年，苏格兰人詹姆斯·泰勒 (James 

Taylor) 在 Lowlander 庄园开辟了第一个商业茶园。

斯里兰卡茶叶产业的遗产表明： 斯里兰卡是世界

上最古老的茶叶生产国之一。在这个国家生产的

茶叶通常被称为 “锡兰茶” ，是国际贸易中最

好的茶叶之一。多年来，锡兰这个词已经成为优

质茶叶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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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的发展 

（一）中国茶的发展历程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各种茶类的生

产、发展和演变，历经了咀嚼鲜叶、煮羹食饮、

晒干收藏、蒸青做饼、炒青散茶的过程。总的来

说，中国饮茶文化经历了汉晋萌芽、唐代确立、

宋代兴盛、明清简化等阶段，出现了煮茶、煎茶、

点茶、泡茶等烹饮方式。 茶叶不仅是“琴棋书画

诗酒茶”的茶，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

她在千百年来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茶起

源于农业文明，具有悠久的文化和精神特征，也

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茶最初主要是作为草药种植在寺庙内，僧侣

们用茶来达到平静的效果，并以此作为谦卑和尊

重自然的标志。关于茶叶的专业书籍可以追溯到 1

200 年前的唐朝， “茶圣” 陆羽撰写了世界上第

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当时的茶叶鉴赏家们注

重茶叶的制作、饮用和与之相关的精神境界，改

变了中国人对茶叶的看法。中国的茶道是由于对

自然的尊重和宗教仪式所涉及的对和平的需要而

诞生的，将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哲学思想融合在

一起，孕育而成。 

中国茶与中国道教、佛教和儒教紧密相连。

传统上，喝茶是学习者自我激励的方式: 道家曾

饮茶自修，保持身心合一；佛教徒过去常常喝茶

以加深对禅的理解。在儒家思想中，饮茶寄托着

廉俭、高雅、淡洁的君子人格，同时令人头脑清

醒，心境平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茶

叶生产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作用。 

 

 

 

中国的茶文化 

 Xu (1999) 和 Yang 等 (2001) 将茶文化定

义为茶的衍生物，并以茶为核心的物质、精神、

习俗、心理、行为等一系列现象，毫无例外地展

示了茶的自然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茶文化在茶

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广泛地定义为茶的相关物质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结合了有形和无形的产品，

包括伦理论证、礼仪规范、审美、宗教、艺术和

茶树、茶叶加工技术和材料。 

 茶文化最初兴起时，主要集中在僧人、文人、

君主和官吏之间的上层文化。在金代，喝茶代替

酒，是精英阶层的人们与客人见面时表现简朴的

一种方式。随着人们喝茶的普及，茶馆迅速兴起，

市民饮茶的传统已成为茶文化的一个新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茶除了药用目的，中国人

开始逐渐欣赏它的乐趣和社会价值。茶道从仅仅

是一种宗教的表现形式，发展到在不同的庆祝活

动中进行的社会、文化和传统活动，以纪念皇室

或纪念人们生活中不同的重要仪式。中国著名的

茶道之一是“功夫茶道”，它被称为中国传统茶

道。乌龙茶是这个仪式的传统。功夫茶字面上的

意思是“努力泡茶”，它实际上代表了准备和端

上乌龙茶的仪式，象征着对茶客的尊重，以及对

自然的谦逊。 

 功夫茶道不是中国唯一的茶道，但却是最受

欢迎的茶道。中国还有其他的茶道，它们有自己

的实践意义，这取决于产地和历史。无我茶道是

中国茶道的另一种形式，它鼓励人们忘记自己是

谁。参与者必须忘记他们的知识、财富和外表，

建立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群体平等。在中国佛教

中，无我在梵语中翻译为“anatta”，意思是“没

有个体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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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茶相关的外在形式，主要分为以

下几方面： 

i. 饮茶。茶是用来解渴的饮料。在中国，无

论年龄大小，每个人都喜欢喝茶。人们通

常会随身带着茶水壶，在工作、学习和休

闲的时候都喜欢喝茶。几乎在所有的中国

餐馆里，茶都是在饭前供应的；在许多家

庭，主人会用一杯茶表示对客人的欢迎。 

  

ii. 品茶。以茶的颜色、香气、滋味、水质甚

至茶具来判断茶叶的品质，同时，还要注

意环境、气氛、音乐、泡茶技艺和人际关

系。茶的最高境界是将哲学、伦理和道德

都融入到茶文化活动之中。人们通过品茶

来培养他们的道德和思想，品味生活，从

而获得精神的愉悦。在品茶中品情、品理、

品德、品人生，享受修身养性、清静心灵

的妙处，品茶的最高境界，是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和谐统一。 

iii. 茶馆。茶馆是中国茶文化的代表，在历史

上，茶馆被称为茶肆、茶寮、茶室、茶坊、

茶屋、茶摊等。不同的名字代表不同形式

的茶馆。有些很大，有些很小，但是作用

通常是一样的。茶馆是茶文化的重要交汇

点，茶馆的形成与饮茶传统的发展密切相

关。在悠久的历史中，茶馆一直是不同阶

层的人聚在一起享受社交生活的地方。它

不仅是茶叶消费的场所，更是茶文化展示、

传播和传播的平台。如今，在中国，虽然

茶馆仍是休闲场所，但喝茶的传统已不再

是他们提供的主要服务。在现代中国，尤

其是老年人或已退休的人，往往整天泡在

茶馆里，从早茶到夜茶。在茶馆里做各种

各样的活动，如下棋、打牌、麻将、读报、

聊天、回忆往事、抽烟、演奏中国乐器等

等。 

 

茶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特殊表现 

（一）中国婚礼中的茶 

在现代中国婚礼中，敬奉加了特定食材的甜

茶表示美好祝福，任何象征着新婚甜蜜的甜茶都

适合中国的婚礼。为了简单起见，可以使用加糖

的红茶，但一些传统的中国甜茶更受青睐，因为

它们有美好的寓意，如莲子红枣茶，象征着新婚

夫妇早生贵子；龙眼红枣茶的龙眼代表着“龙”，

寓意生男孩的愿望。 

 （二）茶具 

茶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是茶具。没有合

适的工具，你不可能泡出好喝的茶。对于茶道来

说，完美的茶具是需要的，以确保正确的泡茶和

整个茶道的神奇气氛。茶具既要实用又要美观。

必须使用的工具是茶壶或盖碗、公道杯、品茗杯

等，辅以冲泡盘或壶承、茶匙、茶荷、茶夹、滤

网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的婚礼中茶具也被视

为一个有传统意义的纪念品，新娘的父母将其作

为嫁妆送给女儿。女儿的孩子将来结婚时，新娘

将再次使用它。茶具有西式和中式，如今，西式

茶杯茶具似乎成了流行的选择。流行的图案包括

双喜、龙与凤、牡丹或其他花卉图案和金饰。专

为中国婚礼设计的茶具不会有盛奶精或糖的容器。

茶壶有各种大小，有圆形的也有椭圆形的。通常

四个茶杯和一个托盘就可以组成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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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的饮茶文化 

不夸张地说，茶对于斯里兰卡人民来说仅次

于水，每个人每天至少喝三杯，这只是最少的量。

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都是用一杯茶来庆祝，兰卡人

民不会用其他的饮品代替。不论贫穷或富有，茶

都是他们的首选。 

茶已成为斯里兰卡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

为它与待客之道紧密相连。每家旅馆都为客人提

供茶水，毫无例外。几乎在斯里兰卡的任何节日

和聚会上，都能发现茶为人们“服务”的身影。

斯里兰卡人喜欢红茶，中国人则更偏爱绿茶。在

斯里兰卡家庭里，茶是一种没有任何特殊性的日

常习惯。古时候的斯里兰卡，大多数人更喜欢

“kahata”，这是在茶粉中加入开水，不加糖，后

来人们喜欢加一些糖，制作成甜的饮料，它被当

地人称为“清茶”，再加一些牛奶，就做成了

“奶茶”。 

在英国殖民时期，茶是供给英国和其他欧洲

皇室饮用的，后来才在当地平民之间传播开来。

“咕噜咕噜„„壶中的水沸腾后的蒸汽从壶嘴飘出，

蒸汽冷凝湿润了炉子的角落。艾琳说：‘不要糖’，她

递给我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给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坐

在我旁边。我们已经习惯了不加糖的茶，因为我们支付

不起，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加了糖的茶，如果我们每次

都加糖，我们的开支就会超过我们微薄的收入。”以

上是卡利年代（kaliyugaya）的 Martin Wickramasi

nghe 书中的记载，这位伟大的作家是僧伽罗人中

最伟大的社会研究员，他描述了 20 世纪 60 年代

社会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演变。我们可以确

定，当时无论贫富都能买得起茶，但糖是奢侈品。

不加糖，茶的品质才不会改变。他还说，每天喝

四到五杯茶，让身体暖和，整个人都有精神。为

保暖，一个人一天会喝四次或五次茶。从此，斯

里兰卡工人就开始对茶上瘾了，他们在辛苦地工

作和劳累了一天之后都会喝一小口茶。 

相比于中国，斯里兰卡没有一个专门的 “茶

馆” 喝茶，但每个餐厅会为客人提供一杯热茶。

而在农村的“kadamandiya”（当地集市）我们还

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的斯里兰卡风俗——村民在晚

上聚会品茶。在这些集市上，与茶相关的活动还

包括玩跳棋、玩牌、讲故事、读报纸和闲聊。 

与中国的茶道不同，在斯里兰卡，饮茶没有

特定的仪式。它几乎出现在所有需要的场合。在

斯里兰卡传统的婚礼上，一桌传统的甜肉和茶摆

在餐桌上，欢迎新郎的亲戚。在茶具的使用方面

不同于中国传统茶道中使用的茶具或瓷器，斯里

兰卡人用茶壶、茶杯和碟子、糖碗、牛奶罐和茶

匙。具体用法是：当茶被端上来，从糖碗里舀一

茶匙糖加入茶汤中，一个单独的茶匙搭配一套茶

杯和茶碟。茶在斯里兰卡虽然没有被用作本土医

药的记录，但它仍被认为具有药用价值，并有减

肥的效果。在现今的斯里兰卡，“凉茶”很受欢

迎，因为茶叶的提取物可以降低胆固醇水平和高

血压，也有助于延缓衰老，抑制癌症、感冒、感

染、心脏病、高血压、免疫等。 

 

现代茶文化和旅游业的结合 

以茶文化为载体进而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越来

越受到中国及斯里兰卡的重视，在推动两国茶文

化的合作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Jolliffe 将茶

旅游定义为：由于人们对历史、传统以及茶的消

费感兴趣（Jolliffe, 2007, p9）所产生的旅游动机。

之后她将茶旅游者定义为旅游者关于历史、文化

以及茶叶消费传统的体验(Joliffe, 2007,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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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liffe 还谈到了广泛的经验和机会，比如茶可以为

旅客提供的包括茶叶店、供茶道和参观的茶园或

博物馆。在斯里兰卡的旅游线路中，“茶园火车

之旅”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游客的到来。除此之

外，当地女士们在郁郁葱葱的茶园斜坡上采摘茶

叶也是一道美丽的景色。在斯里兰卡，参观茶园、

茶厂，品尝和购买各种口味的茶是非常受欢迎的。 

在中国和斯里兰卡的文化中，茶是一种社会

习俗，是交往方式，是生活态度，是礼仪，是许

多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用茶来招待客人，表达他

们的敬意和感激，这是自古以来的一个悠久传统。

在现代社会，人们饮茶、品茶，享受饮茶带来的

文化传统和古色古香的生活氛围、以及与茶相关

的旅行。虽然人们喝茶的方式不同，但茶是他们

生活的必需品，茶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对中国和斯

里兰卡起着重要的作用。 

 

小结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茶文化可谓灿若星河。

斯里兰卡茶文化不同于中国的茶馆和传统茶道，

这是中国茶文化中非常独特的一部分。茶艺是饮

茶风俗和品茶技艺的艺术结晶，而由此引申的茶

文化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对斯里兰卡而言

也是如此，因此，茶文化对人们甚至整个国家的

重要性可见一斑。我们要大力弘扬这样的文化，

让更多的人了解甚至爱上它，让这份文明的生命

力在时间的长河中愈发旺盛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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