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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中的“茶科学”
Tea Sciences Told by Ancient Poets
中国 上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田恬
中国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戴名玹
中国 上海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李辉
科学史研究中，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出现真正意义

络共有六根，分别是太阳脉的小肠经和膀胱经、阳明脉的

上的科学。如果严格地界定，或许这个论断并没有错，但

大肠经和胃经、少阳脉的三焦经和胆经、少阴脉的心经和

是如果因此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滞后，则可能大错特错

肾经、厥阴脉的心包经和肝经、太阴脉的肺经和脾经，合

了。科学的发展是为了追寻自然的真相，是文明积累的一

称为正脉。相关科学研究指出，经络的主要结构是细胞间

个表现。而追寻自然的真相，并非只有科学一条途径。文

质通道。人体中充满水分，这些通道就像人体中的洋流一样，

明的积累形式也并非只有科学一个层面，《茶道经译注》

让不同的营养成分高效地到达需求方的组织细胞中。如果

中总结了关于认知自然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中华文明积累的

这些通道拥堵或者紊乱，人体就会发生各种病症，这时候

形式，分成四个层面：道（哲学）、法（科学）、术（技术）、

就需要相应的医疗，包括服用疏通的药食。

器（器物）。中国古代积累的器物不可谓不精美，手工业、

传说饮茶起源于神农用以解毒，因此茶是第一味中药。

农业、医药、建筑、军事、艺术等等技术也是数不胜数。

古人早就发现了茶饮通经治病的功效，讲述最明确的是宋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更为令人赞叹，两千多年前百

徽宗的《大观茶论》，将茶的功效描述为“祛襟涤滞，致

家争鸣就奠定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所有框架。但是中国文化

清导和”。也就是排除累赘，疏通拥堵，达到清洁，引导

中过于追求终极的“道”，而相对忽视作为中间途径的“法”，

平和。这是极其精准的描述，说明了茶的关键营养疏通经络、

往往从现象和技术中直接提升出了最简规律的“道”的哲学，

清洗组织、保养细胞的核心功能。《茶道经译注》指出全

而不去详细解析科学原理。这是让人误以为中国古代没有

世界的成品茶根据制作工艺流程被分为基本的六大类，制

科学的原因。甚至因为“道”的哲学并不是从科学中推理

作工艺的差别完全符合《易经》“三才之道”的原理，而

出来的，还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哲学。诚然，

汤药六类是符合《神农本草经》的原理的。从六大茶类的

从“术”跳过“法”直接到“道”，方向错误的风险很大，

“器”到三才之道的“道”，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思维，而

中国历史上因此出现的谬误很多。但是通过“知行合一”

《茶道经译注》又补上了中间科学的“法”，指出不同的

的类似贝叶斯方法的双向检验，这种从“器”或者“相”

工艺流程实际上制作出了不同的小分子有机物，是人体不

形而上地提升出“道”的东方思维，无疑也是认知自然非

同脏腑组织所需要的关键维生营养。对应的是绿茶的酚进

常有效的一种方式。中医是其中最典型的部分，排除无法“知

入太阳脉脑肠轴和膀胱，青茶的酸进入阳明脉肠胃，红茶

行合一”的谬传和矛盾的部分，其基于《黄帝内经》和《神

的胺进入少阳脉内分泌和胆，白茶的酯进入太阴脉肺和脾，

农本草经》的基本理论，有着显著有效的实践意义。

黑茶的苷进入厥阴脉胸腺和肝，黄茶的酮进入少阴脉心肾。

中医的核心理论包括相对应的人体功能和药物分类。

这些哲学和科学规律虽然直到《茶道经》才清晰地总结和

人体的规律是“气里形表”，“气”（流动的营养和能量）

表述，但是中国古人早已经陆陆续续感知和领悟了各种茶

以阴阳和三才分为六类，“形”（固定的组织结构）以阴

的特异性功效，并在艺文特别是诗词中颂扬了。

阳和五行分为十多类。阴阳、三才、五行，这些都是最简

细细地品读这些诗词，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各种修辞描

的“道”。药物和食物提供营养和能量，因此也按照阴阳

述，都蕴含着茶科学中的规律，也揭示了很多失落的茶业

和三才分为六类，服用以后进入人体的“气”通道，也就

发展历史。各大茶类的有史可查的起源都非常短，而考古

是经络。所以《黄帝内经》指出：营养之气进入的人体经

等实证研究往往揭示出更早的起源，这是史料轶散偏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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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读古代的茶诗，就会发现六大茶类早就初具雏形了。

样流到膀胱，把它清洗干净，岂不是“露明池底天”。所

所以茶诗词的分析对茶业科学史的研究有独特意义。本文

以，刘禹锡喝一壶绿茶，神清气爽，喝出了太阳脉的通畅，

从诸多描写茶的诗歌中选出六首有代表性的，以科学的方

只想去买山种茶了。

式来一一解释诗人产生不同体感悟的真正原因。

二、青茶
一、绿茶

【营闲事】

【酬乐天闲卧见寄】

唐 • 白居易

唐 • 刘禹锡

自笑营闲事，从朝到日斜。浇畦引泉脉，扫径避兰芽。

散诞向阳眠，将闲敌地仙。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

暖变墙衣色，晴催木笔花。桃根知酒渴，晚送一瓯茶。

风碎竹间日，露明池底天。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

刘禹锡（772~842 年）唐代文学家，有“诗豪”之称

白居易（772 － 846 年）唐代现实主义诗人

绿茶是最普遍的茶类，嫩茶采下来，只需要杀青干燥

白居易傍晚日斜之时喝了一壶茶，引出了各种各样的

就可以了，里面的关键成分基本没有变化，主要是生长过

联想。这些联想到底怎么凑在一起，组成了一幅怎么样的

程中光合作用形成的酚。但是绿茶的制作需要高温炒制，

图画，这关系到他喝了什么茶，什么气感催发了他这些联想。

所以在没有金属容器之前很难制作，理论上出现年代会晚

颈联中把这“一瓯茶”的感受先描绘为“浇畦引泉脉”，茶汤，

于日晒制作的白茶。酚类是脑肠轴和膀胱组织所特别需要

就像泉脉浇到畦中。畦，田园，就是土。胃属土，就像人

的维生物质，通过太阳脉来输送。

体中的田园一样，被泉脉浇灌着。胃经，属于阳明脉，入

刘禹锡这首诗，特别明确地阐述了绿茶的功效，激活

阳明的茶就是青茶。那白居易饮用的这一瓯茶是不是青茶

脑肠轴。其中“爽”一字直接点明了绿茶提神醒脑。绿茶

呢？我们再往下看，
“扫径避兰芽”。径，通道，食道或肠道，

因为富含酚类而性属太阳。太阳脉分小肠经和膀胱经。足

都是青茶阳明气所过。青茶富含有机酸，有各种兰桂芬芳。

太阳膀胱经从内眼角（睛明穴）开始上行，绕过头顶，并

诗人用细心呵护兰芽来描绘这种芳香气感。颔联中喝过茶

从背部分四线直下，穿过膀胱直到小脚趾。小肠经，从小

以后身体起了明显的变化，诗人用一暖一晴两字概括这种

指到肩膀，而后一路穿过心脏到十二指肠，一路上至面颊，

阳明气生发的感觉。胃暖而胃壁舒适，就像墙衣苔藓恢复

分叉到达太阳穴听宫和睛明穴，与膀胱经相连。所以每天

了生机，而现代上品的青茶，往往被描绘为苔藓的“枞味”。

早晨我们可以通过饮用绿茶，让酚类的太阳气进入手太阳

阳气升腾，催开了木笔花。木笔花在此又是一个关键信息。

小肠经或足太阳膀胱经，以达到提神醒脑、利尿泄污的作用。

木笔花就是辛夷，是治疗鼻窦炎最有效的中药，入手阳明

小肠经受到刺激分泌脑肠肽，让大脑思路清晰，让诗人有

大肠经。阳明脉中大肠经与胃经的连接点就是鼻窦迎香穴。

了诗情，这是茶的相助。膀胱经受到刺激，把一整个夜晚

阳明脉受到刺激以后，迎香穴会发烫，人会有闻到辛夷花

从血液中过滤出来的污垢、沉积在膀胱中的杂质，全部排

的感觉。所以“晴催木笔花”是典型的阳明青茶的饮用气感。

出体外，让自身神清气足。诗中“风碎竹间日，露明池底天”

尾联实际上是倒装式的解密，前面所有的描述，都是喝了“一

一句甚为精妙，把太阳脉行气的感受描绘得淋漓尽致。因

瓯茶”，因为诗人的“桃根知酒渴”。他喝过酒以后渴了，

为绿茶的气属于太阳寒水，茶气顺着小肠经冲上来，寒气

最渴的感觉在桃根。桃根是哪里呢？桃是入胃经，性温养胃，

像一股风把头顶烈日的热气吹散，像竹林一样清爽，所以

桃根就是胃中。饮酒以后胃部难受，正需要青茶暖胃。《茶

感受如“风碎竹间日”。当茶气又流入膀胱经，像玉露一

道经》指出，根据子午流注的生物钟，膀胱经当令需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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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经滋养，达到金生水的效果，傍晚申时就是喝青茶的最

指茶盏，两者都是空空如也，寂寞清冷。为何月中佳人不

佳时辰。

在，却是诗人离家远行，与佳人“等闲分破”，比翼双飞

现代的青茶，基本都是“浪菜”工艺做的乌龙茶，但

的梦想是“缥缈”不可及了。诗人失恋了，情绪极其低落。

是还有两种古青茶（揭阳炒青、莱芜老青）不属于乌龙。

而明月当头的亥时正是三焦经当令，使人情绪更为激动。

所以虽然乌龙茶一般认为是清代才形成的，并不能说清代之

于是诗人泡了一碗茶，形容为“一瓯月露”，作用太显著

前就没有青茶。唐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完全可能存在古青茶。

了，立刻心魂归来，情绪稳定。诗人整个人清爽地唱起来，
只想喝个欢畅，直到永远。这一喝，却洗尽了“满襟烦暑”，

三、红茶

正是《大观茶论》中写的茶可以“祛襟涤滞”。各种烦躁

【青玉案】

的情绪一扫而空，走出失恋的悲伤，告别了高寒的心境。

金 • 党怀英

这一壶三焦经的红茶，真令人忘却了一切的烦恼。

红莎绿篛春风饼，趁梅驿，来云岭，紫桂岩空琼窦冷。
佳人却恨，等闲分破，缥缈双鸾影。

四、白茶

一瓯月露心魂醒，更送清歌助清兴。

【试雁荡山茶】
清 • 阮元
嫩晴时候焙茶天，细展青旗浸沸泉。
十里午风添暖渴，一瓯春色斗清圆。
最宜蔬笋香厨后，况是松篁翠石前。
寄语当年汤玉茗，我来也愿种茶田。

党怀英（1134—1211 年）金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

阮元（1764 － 1849 年）训诂学家、金石学家

痛饮休辞今夕永。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
大部分茶史论著回溯红茶历史都追溯到一则发生于明

白茶通过日晒转化，在高温高氧中自然氧化和酯化，

代的民间故事，而故事版本从故事范式到技术细节都显然

工艺相对简单。因此远古最早的加工茶应该属于白茶类。

是杜撰的。正如《二十四节气茶事》中所言，实际上红茶

但是历史上白茶的记录很少，分布也主要在浙闽之间，这

的历史不可能这么短。因为六大茶类的分类是 1979 年由陈

可能一方面因为并非所有茶种晒出的白茶都是甜的，另一

椽先生完成的，古人对茶的分类当然没有认知，但是从古

方面是古人对白茶比较忽视。所以古诗中白茶的踪迹很少，

诗词中寻找红茶的踪迹，确实比其他茶类要难。红茶入少

我们挑选了清代的这首诗，描写了浙南的雁荡山茶。现代

阳脉，其中手少阳三焦经疏通能够调理内分泌，调节情绪。

的雁荡山茶主要是绿茶，但是这一地区历史上也是白茶产

从这些特征入手，发现金代著名诗人党怀英的词作《青玉案》

区。

应该是红茶。

诗中第一句写白茶制作。嫩晴指的是阳光不太强烈的

上阙从两种水生的中草药开头，红莎和绿篛。红莎用

晴朗天气。和煦的阳光正是焙晒白茶最佳的天气条件。白

以治疗内分泌失调造成的湿疹，而绿篛就是香蒲用以治疗

茶，需要慢慢日晒，让细胞在半干状态下充分反应，如果

小便不利和乳痈。两者的共同功效都是作用于内分泌系统，

日光过分强烈，茶叶迅速晒干就来不及氧化酯化了。第二

归三焦经。用这两种治疗内分泌紊乱的药物来类比“春风

句写白茶的冲泡方式，在沸腾的泉水中慢慢展开“青旗”。

饼”，无疑诗人手头的茶饼也是入三焦经的。带着这个茶

茶级中一芽一叶状如旗杆旗面故而称为“青旗”。白茶，

饼，诗人来到了江西和广东一带。第三句描写时间和事件，

气属太阴，《茶道经》指出“阴茶阳煮”，所以白茶必须

用了互文的修辞方法，“紫桂”和“琼窦”都指月宫，也

放在煮水壶中直接煮沸，才能使其茶气浓郁。因为在焖煮

【茶道·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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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山

云雾中

甘泉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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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高温高压使得酸碱中和的酯化反应更容易发生，

不会，而且放下一切，一觉“到明朝”，因为黑茶安神助眠。

白茶酯生成得越多，茶汤就越醇厚甜润，茶气功效就越强。

这不是黑茶，更是何物？

颈联开始描写饮茶和功效。到了接近中午时分暖风一吹，
人觉得又热又渴。午前为巳时，足太阴脾经当令，正是最

六、黄茶

合适喝太阴白茶的时辰。一碗洋溢着春色的白茶喝下去，

【饮茶歌送郑容】

简直比得上喝了一碗“清圆”满月。诗人用满月，指代太

唐 • 皎然

阴至极，同时也表达了清凉的感觉，正符合白茶性凉入太

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

阴脉的特性。颔联中，诗人夸赞了白茶的色香味。其他茶

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云宫人不识。

类或清甜，或香醇，都无法与厨房中饭菜的香味联系，唯

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

有白茶浓浓的枣香米香竹香梨香，让人想起慈母的饭菜。

霜天半夜芳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

白茶入脾经，提升免疫，胃口大开，最宜厨后佐餐，也合

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

适风雅场合。白茶正是无所不适宜。到此作者兴致，想起

日上香炉情未毕，醉踏虎溪云，高歌送君出。

汤显祖独爱家中白山茶，而号“汤玉茗”，那么作者也想
学他，不过是来种这个白茶。

五、黑茶
【闲眠】
唐 • 白居易
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销。
尽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

皎然（720 －约 800）唐代诗僧

黄茶，在当代最为小众，但是在唐代却是盛行。著名
的茶诗《谢灉湖茶》就特别清晰地记载了君山的黄茶。“还
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说明黄茶入心经，能够活血消除
面色蜡黄。“碾声通一室，烹色带残阳”说明唐人调饮黄
茶要磨碎后烹煮成橙黄色，因为黄茶富含黄酮。黄茶，应
该是晋代道家炼丹药风气的产物，到了唐代形成了成熟稳
定的工艺。因为其特殊的黄酮成分，所以制作和调饮工艺
都相对苛刻，这些在古诗中也有体现。这里，我们举另一

白居易（772 － 846 年）唐代现实主义诗人

首更著名的描绘黄茶的诗作，作者是茶艺的始祖皎然和尚。
白居易可谓是爱茶知茶的大诗人，留下约六十首茶诗，

全诗格律非常自由奔放，体现了诗人热血沸腾的状态，

善于辨别茶品而被友人称为“别茶人”。前文我们提到白

或许与黄茶活血有关。以三个韵部分为三段，前四句入声

居易描绘青茶的诗，实际上唐代诗歌中出现的捣制黑茶的

职韵，中间四句平声耕韵，最后五句入声质韵。诗意也据

踪迹更多。黑茶，富含苷类，入厥阴脉，能够疏肝去脂，

此分为三段。第一段写黄茶的珍惜和功效。诗人虽是佛门

安神助眠。这里举白居易另一首诗，把黑茶的这两个功效

僧人，却夸张这是修道修仙的茶，喝了能够“羽化成仙”。

描绘地清清楚楚。

但是黄茶“名藏仙府世空知”，因为工艺苛刻而特别珍稀，

第一句就把诗人的身体状态夸张地展示出来了。躺在

大众知道得很少，正如《谢灉湖茶》中说的“唯上贡”。

床上，太阳晒热了腰。为何只是晒腰，因为肥胖而腹满腰圆，

第二段描写煮茶喝茶的过程。煮黄茶要用“金铛”，金属

腰部鼓起来被太阳晒到了。但是胖了不怕，睡了一觉还是

的锅子。实践证明黄茶不能用陶器烹煮和盛饮，用金属器

百病全销，因为有黑茶去脂。这里用了“销”而不是“消”，

皿的效果最好。这可能是因为黄茶中的黄酮容易与金属离

“消”是自动的，而“销”是要抵换的，用黑茶来抵换脂肪，

子形成络合物，致使茶汤浑浊苦涩。而陶器富含矿物质，

所需的只是“茶两碗”。喝了以后会不会睡不着觉？非但

容易析出金属离子，当然不合适黄茶。这些门道，皎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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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陆羽居然都不知道，他的《茶经》中只写绿茶不提其

一直喝到日头上了香炉峰的时候，宾主都陶醉了，踏着庐
他，岂不“虚得名”？因为黄茶的茶气属于少阴君火，喝

山虎溪的云霞，唱着歌相别。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场黄茶茶
了黄茶后身体血液流畅充满热火，让庐山顶半夜的霜花都

会啊！
融化了。真舒服啊！喝完了还想喝，没关系还可以添水再

这六首古诗词，充分体现出六大茶类给古代文人带来
煮，锅中像黄绸一样的汤花又产生了。“缃”是黄色的丝

的不同身体感受，与六大茶类的内含成分、健康功效是完
绸，这一句就点出了茶汤的色泽，因为煮出了黄酮所以像

全吻合的。而如白居易、皎然这样对茶极有研究的诗人，
黄绸子一样金亮丝润。第三段开始盛赞黄茶的功效。和朋

描述就更为明确而精准。这些都是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
友郑容一起喝这茶，让我疾病全销，茶气作用在胸中心口，

值得我们取其精华，挖掘出其中的科学内涵，在现代社会
黄茶保养心血管的功能非常明确，忧栗荡尽。这一场茶会

中发扬提升。

复旦大学 EMBA 邀李辉教授谈茶
一把打开经络的“钥匙”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李辉（笔名紫晨）近著《茶道经》《茶道经译注》
与唐代陆羽所著茶文化经典《茶经》相比，既有体例承继，更有历史超越。能有此撰述成果，
也得益于其与复旦茶学的诸般历史渊源。
吾好茶久矣，且世有奇缘，先人曾有供职于复旦茶学系者。后吾入于复旦，得谈家桢
先生厚爱，亲传茶道之理，自此茶缘一发不可收拾。归国之后，与友人访茶山，觅嘉茗，
不亦乐乎。然则茶界之乱，鱼目混珠，亦令我扼腕。失道，世人无以辨法之善恶、器之真伪。
而茶之于人，善可养，恶可伤，岂可等闲用之。故吾历时五载，梳理众茶，分辨性味，
上以为道，作此《茶道经》。
茶之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世上本无可与中华匹敌者。然则近年，世人多好外道，
所见之茶道，设案备席，煮水端茶，艺术而已，焉能为道？形而上者谓之道。深究茶之理，
识阴阳，辨五行，以之统领制茶法、烹茶术、饮茶器，此之为茶道也。若今茶道，纠结
于案席之摆设、宾客之举止、啜饮之规范，甚至无涉于茶之优劣、气之正邪。此则背茶
道远矣，岂可忝然号之茶道。
然则中华茶道不兴，世人将皆以外道为真也。假作真时真亦假，故《茶道经》之出，
其意在领中华之好茶，辩识茶气之纯正，改善制藏烹饮之技艺，以中华真茶道举之世人，
以养世人之体魄，善矣！
紫晨（李辉） 丁酉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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