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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动态

徐渭穷困
仍爱饮茶

2017年广州茶博会

福鼎白茶创意不断涌现福鼎白茶创意不断涌现
素 有“ 全 球 茶 业 第 一 展 ”美 誉 的

“2017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暨第
十八届广州国际茶文化节”于 11月 23日
至 27日在广交会展馆举行。福鼎市 30
多家福鼎白茶企业组团参与。

在福鼎白茶展区，每个展位设计都
展现了各个品牌企业的特色，或融合时
尚与环保元素，或融合古韵与畲乡风情，
或注重便捷健康的消费体验，吸引了众
多茶友的驻足品饮。值得关注的是，在

本届广州茶博会上，福鼎的茶企不仅服
务资深茶商茶客，也在为培养年轻一代
健康品饮的习惯作各种尝试，新品迭出，
年轻受众消费市场扩大。

在福建省天湖茶业有限公司的展区，
企业专门设立了“茶亭学社”饮茶吧台，茶
叶“伪装”成便笺盒的模样封装在盒子里，
桌旁放置造型形似咖啡机的泡茶壶。只
需放下一包茶叶，加水即可饮用。茶水量
由水龙头调节，流下来的茶水可加热，这
样新奇的方式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尝试。

“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会喝茶，但快
节奏的生活让他们觉得喝茶很繁琐，所
以我们提出‘简单喝茶’的概念。”天湖茶
业的销售总经理施丽君说，将“简单喝
茶”的概念以学社的形式展示出来，是想
以此唤起年轻人在大学生活中温馨自在
的感觉，更易于被他们接受。

而在福建省老茶镇茶产业有限公司
的展区，一只萌物“玄武”引起了不小的

“轰动”，展区内“青龙”“白虎”“朱雀”“玄
武”四象神兽憨态可掬，这是该企业推出
的 IP形象，颇受年轻人喜欢。

创意的不断涌现，无不体现出福鼎
茶人紧随时代潮流，在推广白茶上尽心
尽力。5天的展会，每个福鼎白茶展位都
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一批又一批茶
友。在广州工作的李红娟品饮白茶时
说，她刚来广州的时候，公司里大部分人
喝的都是普洱，但这两年公司掀起了“白
茶热”。来自江苏南通的茶商强先生已
做了 23年的茶叶生意，8年前开始经营
白茶。他认为，福鼎白茶在江苏的发展
前景很大，所以专门前来寻找福鼎白茶

的品牌合作商。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参展企业数量

最多的茶业博览会，广州茶博会已成为
中国乃至全球茶业的“风向标”和“温度
计”。此次参展的福鼎茶企中不乏广州
茶博会的“老主顾”，他们见证了福鼎白
茶在广州的“腾飞”。福鼎康来颜茶业
有限公司已经参加了 11 年的广州茶博
会，董事长周瑞进说，最初来广州参展
的茶企不多，且规模小，而今年仅茶企

独立参展的就有 17 家，还有 14 家茶企
组团参展。“以前广州人只知寿眉，不知
福鼎白茶，现在就不同了。”福建誉达茶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庆贺这几天很高
兴，因为展会的第一天上午，就有客人
向他预定了明年的茶青。

据悉，在广州茶博会期间，福鼎市
茶业发展领导小组、福鼎市茶叶管理
局、福鼎市茶业协会还联合举办了“福
鼎白茶（广州）品鉴会”。

不少爱茶者，在泡茶时都会选择
紫砂壶，生活中，有些人喜欢将茶长期
泡在壶中，称之为养壶，用这种养出来
的壶泡茶更加香甜，是因为茶垢堆集
在壶壁上。可是，养壶不是养茶垢，
养好的壶仍然清爽干净更好，因此，
紫砂壶需要妥善清洗，注意事项有下
面几点：

1.切忌沾到油污。紫砂壶一旦沾
上油污，必须马上清洗，否则油渍不仅
会渗到紫砂壶的土胎上留有油痕，而
且不利于土胎吸收水分。

2.彻底将紫砂壶内外清洗干净。
无论是新壶还是旧壶，使用之前要把壶
身上的蜡、油迹、污渍和茶垢清洗干净。

3.经常用来泡茶。使用紫砂壶泡
茶的次数越多，茶壶的土胎就能充分
地吸收水分，久而久之，紫砂壶表面就
会出现润泽如玉的光泽。

4.擦拭与刷洗要适度。紫砂壶表
面如有茶垢，应用软毛小刷子轻轻刷
洗，然后用开水冲净后，再用清洁的毛
巾擦干即可。

5.使用完毕要清洗晾干。泡茶完

毕，要将紫砂壶里的茶叶渣末清除干
净，以免产生异味。

6.要间隔使用紫砂壶。使用紫砂
壶泡茶一段时间后，茶壶需要放置数
日，使其土胎彻底的干燥，下次使用
时，才能更好地吸收水分。

如果手中的是二手壶、老壶、旧
壶、出土壶，那处理上需较为谨慎，因
为谁也不晓得此壶的前任主人是何许
人也。不仅出土壶需大清特清，老壶、
旧壶亦然，因为很多人喝茶不用茶杯，

是直接以囗对壶嘴的，还有些人家习
惯用茶壶装酱油、香油什么的，甚至某
些假壶作手用墨汁、鞋油、盐酸将紫砂
壶刷染作旧。

所以，不管是从什么渠道得来的
旧壶老壶都得要好好清洗一番，来个
改头换面，从头泡养。因为“好壶不事
二茶”，常泡普洱的壶若突然改冲乌
龙，茶汤必然不纯，恐会茶味混杂。

紫砂旧壶的清洗通常不采水煮
法，因为旧壶或许隐含有龟裂、修补的
暗伤，较不宜用此“猛药”。通常的作
法是，先取一干净的锅盆，将温热过的
旧壶置入，注入热水使其淹过壶身，再
混入 10ML左右的漂白水，如此静置一
小时后取出(如果觉得还不放心，可以
延长时间)，再用刷子反复刷洗，将此壶
内外刷净，此时便可重现庐山真面目。

需特别注意的是，漂白水对人体
有轻微的腐蚀作用，且其渗透力甚强，
需充分洗净，方可泡茶。

经过上述一番大动作，不论新壶、
旧壶必然呈现出最原始、素净的面目，
这代表日后它将在主人的精心泡养
下，展现出美丽温润的容颜，这也正是
紫砂壶的迷人之处。

□ 刘 娜

很多人都说，在晚上的时候一定
不能喝茶，因为会影响睡眠。实际上
茶固然有提神的作用，同时也能安

神。科学地调整饮茶方法不仅不会失
眠，还会保证睡眠的质量。

茶之所以有提神的作用，主要因
为茶中有咖啡碱的成分，一般在茶冲
泡两分钟之后，最先溶解到水中的就
是咖啡碱，所以此时的茶会有很强的
提神作用。在两分钟之后，茶中的茶
多酚开始析出，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咖
啡碱的刺激作用，对神经的刺激就不
会那么明显。所以晚上喝茶是可以
的，只要将头遍冲泡两分钟的茶倒掉
重新冲泡就可以。

另外建议晚上最好能喝红茶，不
要喝绿茶。绿茶属不发酵的茶，咖啡
碱的含量比较高，刺激性很强，不利于
睡眠。红茶就不同。红茶属于全发酵

的茶，茶多酚的成分少，经过熟化之后
刺激性变弱，茶性十分温和，如果肠胃
比较弱的朋友，可以在红茶中加一点
奶，可以起到温胃口的作用。

当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来说，晚
上还是不饮茶为好，比如情绪容易激
动，肠胃功能很差，或者睡眠情况一
直不好的人，建议不要饮茶。晚上
喝茶要注意不能喝过浓的，可以清淡
一些。

还有一点要注意，晚上喝茶一定
要在晚饭之后才喝，千万不要空腹喝，
空腹喝茶容易抑制胃液的分泌，影响
消化功能，如果是不经常喝茶的朋友，
还容易引发头疼、心悸等症状，其中危
害，不可不察。

茶与健康晚间喝茶需注意
□ 慧 影

徐渭 （1521一1593年），字文长，号青藤
道士，又号田水月。山阴 （今浙江绍兴）
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剧作家。自
幼聪敏，文思敏捷，胸有大志，早年参加科
举考试，但屡试不中。后因参与东南沿海的
抗倭斗争和反对权奸严嵩，遭遇终生坎坷，
成为落魄文人。他的诗文、绘画“一扫近代
芜秽之习”，对后世的扬州八怪产生了不小的
影响。

徐渭的晚年，贫病交加，穷困潦倒，百
无聊赖，以卖书画为生。而他作为出生在茶
乡的人，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又特别喜欢
饮茶。无奈囊中羞涩，无钱买茶，只得用自
己的书画换茶喝。在徐渭 71岁那年，他的一
位叫做钟元毓的老朋友来访。他们交情甚
笃，过从较多，相聚时天南海北，无所不
谈，常常是以饮茶为乐，可是这次钟公子造
访，徐渭却没有茶招待他。他知道钟公子家
里富足，就想了个办法，要钟公子“出些
血”。徐渭提出玩一个“赌藏钩”的游戏，即
各自写一个字条，比输赢。若是徐渭输了，
就给钟公子写扇面 10幅，若钟公子输了就给
徐渭后山茶 10 斤。他们赌了两局，输赢各
半，钟公子答应明日就送过来后山茶 10 斤，
徐渭也只得答应为公子画 10幅扇面。当地的
后山茶是当年的本地名茶，产于上虞县后
山，称作“上虞后山茶”。徐渭得到10斤后山
茶，当然很高兴，可是一个年逾古稀的人，
一连画 10幅扇面，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钟
公子似乎看出了他的为难心境，就说：“后山
茶你还是能喝到的，不过这 10幅扇面，就尽
力而为吧！”徐渭对朋友的坦荡、大方非常感
激。第二天徐渭收到钟公子派人送来的茶
叶，立即给钟公子回信道：“一穷布衣辄得真
后山一大筐，其为开府多矣！”信中所写的

“开府”，是指四川嘉州 （今乐山） 的蒙山
茶，也是名茶。从特指的文字中不难看出徐
渭的欣喜、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浙江上虞市曹娥庙有个天香楼藏帖碑
廊 ， 这 座 碑 廊 建 于 清 代 嘉 庆 元 年 至 九 年

（1796-1804年），藏有沈周、文徵明、唐寅等
明清数十位书法家的墨宝。其中也有徐渭草书
的《煎茶七类》。这篇《煎茶七类》写于1575
年，从饮茶分人品与品茶的关系、烹茶用水、
烹茶火候，以及饮茶功效等7个方面简括地谈
到他的观点，特别是有关“煎茶”“ 要须其人
与茶品相得”的观点，更可以看出他的人格。
正如明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说的那样：“宾
朋杂沓，止堪交错就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
酬醉。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育雄辩，脱
略形骸，始可呼童费火。”一些志不同道不合
的人，只能在一起饮酒，而只有志同道合、谈
话投机的人在一起饮茶才能品味到茶的真谛。
可见尽管徐渭穷困潦倒，但是，他对于饮茶还
是很讲究高雅格调的。

茶，南方之嘉木也。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
十二毒，得茶解之后，中华民族就一直生活在茶
香氤氲之中，茶也便润泽着每一个炎黄子孙。

茶之本性，最能医疾祛疫，颐养人生。著名
的医学家陈藏器首先提出了“茶为百病之药”的
观点，“止渴除疫，贵哉茶也。”李时珍在其《本草
纲目》中对茶的养生保健功能，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他写道：“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
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

日本高僧荣西，他在中国学习佛法，并亲身
体验了佛茶的健身功效，他写的《吃茶养生记》
中称：“山谷茶乃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生
之，其地则灵，人若饮之，其寿则长。”

李白也认为，茶能使人调六合而成美，人饮
茶之后，不仅能心情怡愉还能使人肤色娇嫩如
花，真乃润泽人生之佳品也。

茶性之味，最能润泽人的行为品性。茶汤
之味，先苦后甘，先薄后浓。真正用心品茶的
人，首先感觉到的是人生就在茶中。

人从出生入世，不仅有生理上的伤痕痛苦，
而心灵及精神上的苦涩，更是难语之言，有时候
如坠入苦海，连岸边也渺茫无望。

这时，慢慢品啜，你会感到苦涩之味正在医
治心灵，正在磨砺意志，正在让你在涅槃中超度
自我。

犹茶之由苦而渐甘，由淡而醇，心灵伴着茶
香，则孕育出一股阳刚之气，精神为之振奋，心
田为之靓丽，困难和挫折便在你的搏击下而消
遁，事业如日之中天，人生如喷薄欲出之朝阳，
迎来的是一片日华和成功的风采。

茶性之圣洁，最能润泽涤雪人的品格。茶生
于高山幽谷，得日月之华，蕴天地之灵。远之嚣
尘，出于混沌，采之如仙叶，茶可谓清纯高洁之物。

真正品茶的人，应净之灵枢，涤之杂念，洁
之心犀，去之物欲，方能得茶之真味，入茶之本
源，这样的茶人便在茶香中升华了自己，不同流
合污，不恣意妄为，行正直之道，纳清爽之气，是
一个德高品佳之人，一个光明磊落之。苏东坡
笔下的叶嘉其人，便是茶人中德高之风范。

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这是陆羽在其
《茶经》中对茶性的至高诠释。这精行俭德，是
对品茶人行为的深度润泽。可理喻为品茶人因
茶而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即行为精诚、道德谦
和、谨行为事、超脱达观。

无论是处庙堂之高或江湖之远，无论是食
有鱼，出有车或家徒四 壁，都能处之坦然，以德
为仰，中国多少贤达先哲伟人雅士，莫不是在茶
香中，润泽出了灿烂的人生。

□ 汪晶晶 陈倩文/文 郑 镇/图

茶亭学社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尝试。

“一带一路”福鼎白茶（广州）品鉴会。

茶具知识

养紫砂壶 不是养茶垢茶润品性 精行简德
□ 欣 雨

□ 康 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