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人介绍：
付丽，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花

卉产业处主任科员， 从事北京花
卉行业管理工作 ，2018年被授予
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荣誉称号。

在书香园林公众号开设 “付
丽赏花”专栏，发表《穿越时空，说
说30年前的市花市树评选》《寻找
〈诗经〉中的植物》《菊花是元大都
最美的秋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和习近平的梅花情结》《老
北京的茉莉花儿茶》 等花卉文化
文章40余篇。

本版邮箱：
ldzm201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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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茶有有千千种种，，北北京京人人为为何何独独宠宠茉茉莉莉花花茶茶？？
□□主主讲讲人人：：付付丽丽

开门七件事———茶米油盐酱醋茶，
可是对于老北京人来说， 开启一天生
活的， 却是一壶茉莉花儿茶。

冬天的早晨， 起了床， 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煤球儿炉子笼着 ， 把汆子
（北方人家里常用的烧水工具 ） 放在
火上， 不一会儿， 水汽开始在整间屋
子里弥漫， 用滚开的水沏上一壶酽酽
的茉莉花儿茶， 在袅袅蒸腾的茉莉花
儿香中， 一天的生活才算正式开始了。

老北京人爱喝茉莉花儿茶， 无冬
历夏都离不开茉莉花儿茶。 不信您看
看北京出租司机手边大杯子， 多数沏
的都是茉莉花儿茶， 而且是很浓很浓
的酽茶。 北京 “的哥” 说： 什么饮料
都不如这杯子里的茉莉花儿茶解渴 ，
一天不喝就觉得全身不得劲 。 就像
《前门情思大碗茶 》 里唱的 ： “世上
的饮料有千百种， 只有它最廉价， 可
为什么， 它醇厚的香味儿， 直传到天
涯 。” 这就是老北京人心中的茉莉花
儿茶。

茉莉花儿茶就是用绿茶茶坯经过
茉莉花儿窨 （同 “熏”） 制而成的茶，
在早年也叫香片。 张爱玲有篇著名的
中篇小说叫 《茉莉香片》， 说的就是这
种茶。 老舍先生的 《茶馆》 里， 经常
听到 “沏一碗高的”， 说的也是这茉莉
花儿茶， 不过是茶叶末或是茶叶碎。

慈禧老佛爷的霸道规定

老北京民间的推崇与喜好， 一直
与宫廷皇室的流行与风气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 茶饮也不例外。 茉莉花儿
茶在老北京人看来， 可一点都不廉价，
因为在流入民间以前， 它一直是八旗
子弟王公贵族的专享。 而且茉莉花茶
最著名的 “代言人 ”， 就是慈禧老佛
爷 。 据说 ， 慈禧认为自己肤如凝脂 、
肌如皓雪， 只有她才可以佩戴洁白
的茉莉花 ， 而且霸道地规定， 宫内其
他女眷， 都不许佩戴茉莉花。 她对茉
莉花儿茶也尤为钟情， 坊间盛传， 冬
季慈禧最爱用 “万寿无疆” 黄釉官窑
盖碗。

“茉莉双薰” （就是将事先薰制
好的茉莉花儿茶， 在饮用之前再用鲜
茉莉花薰制一次， 为的是让茶中的花
香更浓）。 有外国使节前来中国， 慈禧
也常将茉莉花儿茶作为礼品赠送。 一
来二去， 茉莉花儿茶作为贡品的噱头
就流传到了宫外。

于是， 在民间， 北京人听书看戏，
招待宾客， 都少不了一杯芳香馥郁的
茉莉花儿茶。 而且北京的茶客们对茶
中的茉莉香味要求越来越高， 窨花的
次数也越来越多， 据说最好的茉莉花
儿茶要窨花七遍 。 京城的各大茶庄 ，
都要敞着大门， 让茉莉花儿香飘一街
才招人。

北京的水与茉莉花茶最搭

北京人为什么对茉莉花儿茶情有
独钟？ 据说原因有三：

一是说， 过去北京人喝的是井水，
大多数水质偏硬 ， 口感咸 、 涩 、 苦 ，
不管是多好的绿茶红茶乌龙茶， 用这
种水冲泡出来 ， 就都成了 “废茶 ” ，
不仅香低味淡， 而且品质欠佳。 而茉
莉花儿茶能够以花香带茶香， 茶汤滋
味更为浓酽， 掩盖了水的缺陷， 让人
觉得那芳香馥郁的茉莉花儿使原本苦
涩的茶水一下子都变得美妙如甘露
了。 北京人嘴 “刁”， 喝顺了口， 自然
就认定了茉莉花儿茶。

二是说， 北京人口味重， 性格豪
放， 和南方人喝茶讲究的细尝慢品不
同 ， 北京人更偏爱浓郁的茉莉花儿
茶， 香气足， 用滚水直接冲泡， 简单
省时不麻烦， 连喝茶的方式都透着
豪爽。

三是说 ， 中医认为 ， 茶苦而寒 ，
能降火清心； 而茉莉花儿辛而热， 能
去积寒， 这样， 茉莉花儿茶恰好就将
茶的寒与茉莉花儿的热进行了最好协
调互补。 北京四季分明， 不像南方常
年湿热， 所以北京人在初春、 深秋和
冬季， 喝绿茶是不舒服的， 茉莉花儿
茶是最适合北京人的茶饮。

花乡茉莉异军突起

正是北京人对茉莉花儿茶的这般
酷爱， 促进了丰台花乡茉莉花儿产业
的发展， 打造了花乡茉莉的美名， 成
就了花乡茉莉的鼎盛。 北京不产茶叶，
最初作为贡茶的茉莉花儿茶， 产自福
建 。 不过 ， 北京的气候比南方寒冷 ，
昼夜温差大， 日照强， 所以种出来的
茉莉花儿要比南方的香。 这样的大好
事很快就被京城的各大茶庄发现了 ，
据说原来需要用南方10斤茉莉花儿窨
制的茶叶， 用花乡的茉莉花儿窨制， 5
斤就够了。 可见， 这花乡的茉莉花儿
有多香！ 引得京城各大茶庄， 甚至是
南方的茶商， 都在采茶后到北京用花
乡的茉莉窨制花茶。 以前， 京城的茶
庄， 像张一元、 吴裕泰， 甚至 “天津
中茶公司 ”， 都会在茉莉花儿开的季
节， 派人住到花乡， 就等着抢购刚刚
采摘下的茉莉花儿。

茉莉花儿， 不仅香， 而且花期长，
从春末到秋末， 三季都有花， 而北京
花乡的茉莉 ， 一年四季都有花 。 春 、
夏、 秋三季， 茉莉花儿是露天种植的，
而到了冬季， 花乡草桥地区的花儿匠
会把茉莉在室内加温培养。 这种冬季
在暖室培育出的花卉， 叫做唐花， 是
专供宫廷使用的。

花乡的茉莉有三用 ， 一是窨茶 ，
二是熏香， 三是插花。 用来窨茶的茉
莉花儿， 一定是春、 夏、 秋三季产的
茉莉花儿， 而在天寒地冻的北国冬季
里产出的水灵灵的、 泛着芬芳的茉莉
花儿， 价格畸高， 只在宫廷或者官宦
贵族家中使用， 是冬季室内插花的主
打品种 。 隆冬时节 ， 屋外大雪纷飞 ，
屋内一盆茉莉， 花开淡雅， 花香脉脉，
如沐春风。

每年春末 ， 南方的春茶下来了 ，
花乡的茉莉花儿也含苞待放了， 时间
刚刚好。 采摘窨茶用的茉莉花儿， 可
是门儿技术活 。 要等到太阳升起来 ，
天大亮了 ， 才能为采摘 。 为什么呢 ？
因为窨茶用的茉莉花儿要求必须是花
骨朵儿 ， 花开开了 ， 香气就散开了 ，
也就不值钱了； 而且要选花苞呈白色，
花萼还抱着花骨朵儿， 但是生长已经
成熟、 饱满得压弯枝头的采， 花苞发
黄、 发绿的都不能摘， 花儿匠说那是
“死骨朵儿”，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发
育不完全的， 这样的花苞一定是香气
不足或是有异味的。 通过采摘， 我们
就可以想见当时的花乡茉莉品质之高，
无怪乎成为北京的知名品牌。

高品质的花乡茉莉， 曾经给花乡
的花农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每每和老
花乡人聊起当年的花乡茉莉， 他们的
幸福和骄傲都是溢于言表的： “夏天
花儿多 ， 给茶庄的花儿都是拿称约
（yao） 的， 等到了秋凉儿了， 这茉莉

花儿就得数着朵儿地往外卖了。” 据花
乡人讲， 直到公私合营以后， 花乡茉
莉都依然是很抢手。 采摘茉莉花儿成
了花乡人劳动技能的比赛项目。 “手
快的， 一天能摘十多斤” 花乡的谢大
姐今天提起来还特别得意： “两毛钱
一斤， 我一天能摘十二斤， 一天就能
挣两块四！” 上世纪20世纪50年代， 花
乡的花农在茉莉花儿采摘季， 一个月
的工资就能有六七十块， 那时北京的
农民一年的平均收入还不到100块。 这
朵小小的茉莉花儿， 让花乡的花农成
为京城的富庶百姓 ， 是花乡人的大
产业！

用花乡茉莉窨制的茉莉花儿茶 ，
茶浸花香， 花增茶色， 茶与花充分交
融， 色与香浑然一体。 用滚开的水沏
上一杯， 再闷上一会儿， 打开杯盖儿，
满室芬芳。 金黄色的茶汤， 碧绿的茶
叶下沉杯底， 偶有几朵洁白的花蕾舒
展开来， 漂浮而上。 泯上一口， 一缕
香而不浮的茶汤直沁心脾， 有茶的甘
冽清爽， 又有花的鲜灵芬芳， 酽酽的
喝上一杯， 心灵为之涤荡， 不醉才怪！

老北京人就是这样， 生活在皇城
下， 沉醉在这花香茶韵中， 从容的阅
历着世事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