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 茶葉
壹
在煙、酒、茶、咖啡四大嗜好品中
，茶的滋味，是相對單純的。
解構茶葉的滋味，主要來自於三個
方面。植物氨基酸帶來鮮味、多酚類物
質帶來苦澀味、咖啡因和茶鹼帶來“上
頭”的興奮和愉悅感。
其中，咖啡因和茶鹼含量的高低，
主要取決於茶葉發酵度的深淺，以及茶
水萃取方式，與節令相關度不大。真正
與季節高度相關的是茶多酚和氨基酸。
氨基酸主要來源於茶葉在越冬過程
中的營養物質積累。植物的生長主要包
括營養生長和生殖生長兩部分，營養生
長在前，是植物從空氣、土壤、水中汲
取各類養分，並將之變成自身可利用的
蛋白質、氨基酸等物質；而生殖生長在
後，在適宜的環境下，植物利用將營養
生長的物質，完成發芽、成長、繁殖等
植物生命的一系列變化。
一般說來，茶樹會在環境溫度較低
的冬季，優先完成營養生長過程，大量
氨基酸被積累在葉片中；而到了天氣暖
和之後，營養生長與生殖生長會齊頭並
進，葉片生長速度快，纖維多葉片薄，
養分積澱不足，此外還有一部分營養被
花果吸收，氨基酸含量當然不如開春時
豐富。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這與生長週期
長，籽粒在冬天充分灌漿的冬小麥，一
定比生長快速的春小麥好吃，是一樣的
道理。
而多酚類物質恰恰相反，是茶樹生
殖生長的副產品。人們常說沒有殺青的
茶“有青草味”，這種青草味，正是茶
多酚帶來的。而綠茶的清新香味，烏龍
茶、紅茶等發酵茶裡馥鬱的香味，都來
自於多酚類物質的氧化、分解和揮發。
所以，茶葉滋味的高低好壞，很大
程度上依賴於茶氨酸和茶多酚的平衡
——前者提供鮮甜的滋味，後者提供一
部分的苦澀味和獨特的香味。
但一個悖論是，氨基酸豐富的茶，
是越冬之後越早越好；而多酚類物質的
多寡，則取決於開春之時茶樹的生長狀
況，是隨時間增多的風味物質。
茶葉採摘的季節時機，實質上是茶
氨酸和茶多酚此消彼長之間的，一種獨
特的妥協，它隱喻了中國士大夫尊崇的
中庸之道。
這是中國成為茶葉誕生和流行地的
關鍵性邏輯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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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把明前茶捧上神壇
西元十六世紀末的某個春天，廣西
布政使許應元的公子、杭州富二代圈子
裡著名的文藝人許次紓，在他的新書
《茶疏》裡，對綠茶採茶時節寫下了這
樣的描述：“清明太早，立夏太遲，穀
雨前後，其時適中。”
這種節令選擇，與今天老茶客們所
青睞的好茶一模一樣：明前味道太淡，
穀雨前後，才是綠茶最好的採摘時節。
若干年後，許公子因為這本《茶疏
》名聲大噪，成為繼茶聖陸羽之後，最
受人們尊重的茶學理論大師之一。
但奇怪的是，他提出的“清明太早
”，卻被後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最晚
從十八世紀起，茶必明前、越早越貴的
風氣彌漫在這個國家。淡薄無味的明前
茶成了送禮佳品，而愛茶人自己喝的卻
是穀雨茶。
究竟是誰，把明前茶捧上了德不配
位的神壇。

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換算
成陽曆，大約 3-5 月之間，都是值
得採茶的季節。
從四川蒙頂、到浙江紫筍、再
到江蘇陽羨，不同海拔的茶區、不
同的茶葉品種，有著不同的生長週
期。陸羽提出的三個月理論，事實
上是給各地茶葉出芽和熟成程度不
同，留出了充足的時間餘地。
到了明朝，許次紓所說的“清
明太早，立夏太遲，穀雨前後，其
時適中”，事實上是站在江浙產茶
區的角度，對《茶經》採摘時間的
進一步精進和細化。這與明代茶葉
的種植和育種水準進一步提高有關
，也與炒青綠茶技術的成熟有關。
值得一提的是，宋以前有一種
比明前茶更早的“社前茶”，社指
春社日，是立春後第五個戊日，人
們會在當天祭祀土地爺。顧名思義
，這種社前茶不是用來喝的，而是
用於祭祀的。
唐朝李郢的《茶山貢焙歌》中
“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極清明
宴”說的就是祭祀用的茶，要趕在
清明節前送到京城；歐陽修的茶詩
裡多次描述茶農“喊山”求早茶；
《宋史》裡則記載了宋徽宗要求各
貳
事實上，歷代的中國茶客，一直在 地進貢社前茶的軼事。實質上，這
是身為農耕政權掌舵者的皇權和士
這種妥協裡尋覓最佳的滋味。
陸羽在《茶經》裡說：“凡採茶， 大夫，為一年農事討個彩頭、求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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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祈盼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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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速度緩慢一些，更多地吸收營養增加
茶裡的滋味濃度。
這種被稱為“覆陰法”種植出來的
茶葉，最遲要到每年 5 月中旬才能完成
。還要放在避光、避濕的庫房中一個月
以上，讓茶葉褪去火氣才能出售。
雖然承襲唐代蒸青茶之後的數百年
裡，日本制茶工藝沒有發生任何大的改
良改進，沒有如中國一樣出現烘青、曬
青、炒青的技術反覆運算。但對小小一
片樹葉發自滋味本源的精益求精，也許
已經暗喻了後來甲午之勝的結局。
見微知著。

肆

茶事為農事之肇始，農事為國事
之根本。
自從淮南丐類朱重八登基，詔罷
形式大於內容的龍團鳳餅之後，以茶
祭祀的習俗也漸漸消失。它與今天的
明前茶，沒有任何聯繫。
如果按照正常的歷史走向，中國
綠茶的採摘時間，將會越來越因地制
宜、因種制宜，形成類似於中國各類
酒飲釀制的細分。但 1644 年，多重巧
合之下的山海關一役，打斷了文明的
進程，也改變了從此之後中國綠茶的
命運。

叁
1751 年農曆 2 月，乾隆帝來到杭
州，在看到鄉民採茶後，寫下了一首
打油詩《觀採茶作歌》：“火前嫩，
火後老，惟有騎火品最好。西湖龍井
舊擅名，適來一試觀其道。”
作為中國歷史上個人修養最高的
帝王之一，乾隆帝精通漢、滿、蒙、
藏、維五種不同語系的語言。這首打
油詩，他援引了白居易《謝李六郎中
寄新蜀茶》裡的句子“紅紙一封書後
信，綠芽十片火前春”。“火前”，
指的就是禁火的清明寒食節令之前。
雖然乾隆熟讀唐詩，但漢語本不
是他的母語。他對白居易原詩的理解
，出了兩個差錯：詩人寫的是四川茶
，而不是江浙茶，兩地的海拔氣候和
茶種都有區別；詩人感謝的是朋友千

里寄鵝毛之意，而不是詠贊明前茶
多麼好喝。
對於習慣喝茶加奶的滿人貴族
來說，漢文化清飲茶葉背後的玄機
，確實沒有那麼容易洞察。
最諷刺的是，在乾隆年間內務
府造辦處的進貢檔案裡，龍井茶的
進貢時間其實都不在清明早春，而
是農曆 6 月-8 月左右，經過較晚採
收和灰缸儲存熟成的茶葉。
爾後，皇帝本人似乎也意識到
了自己的錯誤，在他第二、第三次
南巡中，分別寫了兩首採茶詩：
“雨前價貴雨後賤” “寸芽出自
爛石上，時節焙成穀雨前”。這等
於彌補修正他之前對杭州龍井茶不
熟悉的錯誤，但“惟有騎火品最好
”的句子，已經在這十幾年裡廣泛
傳播並保留下來。因為明前茶本身
產量不高，奇貨可居，有了皇帝金
口玉言的認可，無數茶商將錯就錯
，跟進炒作。
於是，茶市里彌漫著對“茶貴
春早”的攀比和焦慮，在後來的兩
百多年裡，價格越來越離譜。
一個頗具對照價值的細節是，
在乾隆同時代的日本，一本名為
《茶經詳說》的風物志裡記載了江
戶時代日本人對綠茶種植的改良：
每年 3 月茶樹開始萌芽後，為了控
制茶芽生長的速度，茶農開始用稻
草或者寒冷紗覆蓋住茶樹，讓其生

清中後葉，一項改變茶葉育種技術
開始大規模普及：扡插。
在此之前，所有的茶樹繁育都要依
靠異株授粉。打個比方，因為父母親的
基因匹配是不穩定的，所以授粉得到的
下一代茶樹就會發生不可控的變化。
但扡插完全不同，這實質上是同性
生殖，某種程度上等於動物的克隆。通
過扡插，能把茶樹的某些個體特性穩定
地繼承下來。
這本是一種培育技術的突破，能夠
保存更好的茶葉基因。但經濟基礎決定
上層建築，明前茶昂貴的價格，促使茶
農、茶商借助扡插技術，反復篩選品種
，把茶葉的採摘時間進一步提前。
一個典型的，被技術和經濟異化了
滋味的案例。
1965 年，農科院茶葉研究所借助扡
插技術，培養出了一種產茶量比普通茶
樹高 30%，出芽採收時間比普通茶樹提
前 10 天以上的龍井茶。因為是 60 年代
培育出的第 43 代龍井，命名為 6043。七
十年代後，被簡稱為龍井 43 號。
1972 年起，全浙江範圍內的龍井產
區開始全面推廣龍井 43 號的種植。根據
杭州市西湖街道龍井村的檔案，龍井 43
號投產後，綜合提早上市和產量增加兩
大利好，茶農每年的收益可以提高 10 倍
。對農戶來說，巨大的利益讓他們紛紛
拔掉了種植幾十上百年的老茶樹，改種
龍井 43 號。
更可怕的是，僅僅幾年後，江蘇、
安徽、江西、湖北等綠茶區全面跟進種
植龍井 43 號。綠茶的種群多樣性遭受有
史以來最大的浩劫。到今天，不管商標
打著西湖龍井、恩施玉露、黃山毛峰或
者安吉白茶的綠茶，但凡能在早春第一
批上市的，本質上都是載種於各地的龍
井 43 號。
其實，明前茶的功能定位也決定了
，很少有人會追求一杯茶中細膩內斂的
美好滋味，而是送禮時的面子和價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