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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茶之旅
穿越大半个地球来见你

文 | 婷玉 图 | CHLOE HOLLIDAY

第二届澳大利亚茶文化研讨会于 2018 年 9

月 8 日 -9 日在墨尔本成功举行。这是澳大利亚

茶界一年一度的盛会，为在澳大利亚推广茶和茶

文化提供全面讨论、合作和创新的平台。与会者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事茶

人和爱茶人。研讨会围绕澳大利亚人接触茶文化

的障碍和途径，并从教育、文化和健康三个角度

提出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并将在接下来一年内实

行。会议为期两天，一天是特邀嘉宾作主旨演讲，

第二天与会者根据各自提前选择的主题开展分组

讨论。整场研讨会的氛围开放、包容、民主，感

觉又认真又轻松。

澳大利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汇聚了来自

世界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元文化。同时

也是一个开发国家，鼓励各种文化的兼容并蓄，

共同发展。澳大利亚的第一个茶园于 18 世纪 80

年代后期建于昆士兰，但茶园在 1918 年被一场

旋风所毁。直至 1959 年才被重建。其真正意义

上的茶叶生产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发展较

为缓慢，直到 80 年代产量才有较大幅的增加。

澳大利亚的主要茶叶产区在东部，该地区气候、

土壤非常适合茶叶种植，所产茶叶质量也较高。

茶叶在澳大利亚人民的生活中被视为健康保健饮

品，而红茶是认知度最高的茶类，但近年来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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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高山区的茶园

也越来越受欢迎。“在澳大利亚有着浓郁的葡萄

酒文化、啤酒文化和咖啡文化，但是茶文化很少

被提及。”澳大利亚茶文化研讨会创始人、主席

大卫·莱恩斯 (David Lyons) 强调，举办茶文化

研讨会就是澳大利亚探究本国茶文化的开端。他

认为，澳大利亚的茶文化不应该局限于分享一种

饮料，而是要创造新的社会互动，研讨会就是这

样一个平台，让不同国家的人可以一起分享和欣

赏茶和茶文化带来的生活乐趣。

第二届澳大利亚茶文化研讨会邀约了各国事

茶人演讲，希望能探究“澳大利亚茶文化”的本

质所在。这次我有幸受邀去分享交流，内心充满

期待。当研讨会组织者大卫告知这是第一次有中

国人参与演讲时，我更是紧张。幸运的是，在师

友的细心指导下努力完善了演讲稿，感恩之余信

心也倍增。满怀期待踏上旅程，想把当前中国茶

文化的发展、当今中国人民的美好茶生活以及现

代茶文化教育等内容讲给澳大利亚茶人听。

澳大利亚有茶文化吗？

Does a tea culture already 

exist in Australia?
 “澳大利亚有茶文化吗？”这是大卫 · 莱

恩斯当初去当地政府办公室申请办会时，澳大利

亚政府官员提出的质疑。是啊，在这个 1901 年

独立、以外来移民为主、袋鼠数量是人类两倍的

国家，有“茶文化”的概念吗？倘若有它自己的

茶文化，到底会是什么风格。

带着这个疑问，2017 年的 11 月 11 日 -12

日，第一届澳大利亚茶文化研讨会召开了。当时

参会者虽只有 47 人，大伙的热情却让组委会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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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首届的顺利举行着实引起了不少关注。所以

今年第二届的召开，来者人数更多、职业背景更

多元，有政要、厨师、律师、IT 经理、酒店管理

者、作家、工程师、食品经营商等，当然也有茶

行业里的培训师、茶企主管、茶馆馆主，最重要

的，是凝聚了一批在澳的茶叶和茶文化爱好者，

他们出生于法国、美国、意大利、马来西亚、中国、

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如今定居于澳大

利亚。在如此多元的视野里探索澳大利亚茶文化，

大家都满怀热情，十分投入。

在第二届澳大利亚茶文化研讨会上，组

委会邀请了德国的陶瓷艺术家 Annemieke 

Mulders、美国的茶艺术爱好者 Jeni Dodd 和代

表中方的我分别作了 3 场主旨演讲。根据组委会

对主题的建议，我作了题为《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的主旨演讲。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中发言，却没有

自己想象中紧张。兴许是来自茶叶源产国和茶文

化繁荣的国家，再加上研究会多年的培养和锻炼，

内心的淡定让整场演讲从容不少。20 分钟的时

间对听众来说也许并不够，与会者的专注度、求

知欲和热情都极高，以至于每次茶歇和中晚餐都

来与我交流。也许是想在别国的茶业发展经验中

吸取经验、探索适合自身的道路，他们问的最多

的是，当今中国茶界发生的事情、中国茶和茶文

化的知识及研究会的职能与成果。看着澳大利亚

茶人们热烈而认真的态度，也许“澳大利亚茶文

化”的定义，将会由此逐渐拨开迷雾。

茶与芝士的对话之夜，主办者雪儿·缇欧 Cheryl Teo( 左二 )在给嘉宾上茶



65

2018 . 10/  TEA TIMES

TEA TIMES 2017 / 06

那场芝士与茶的对话

Tea and Cheese Pairing 

Masterclass
研讨会期间，白天研讨，晚上活动也非常丰

富。因为大伙都是来自各个国家或者澳大利亚的

各个城市，能聚在一起实为不易，所以有热情的

参会者，自发地在晚餐后举办各种有趣的茶事活

动。有常规的茶聚，一起看茶纪录片，最让人印

象深刻的，是那个“芝士与茶的对话”之夜。

主办者雪儿 · 缇欧（Cheryl Teo）是个聪

明幽默的女孩，经营着食品生意，对食物有极高

的热情和专业素养。那一夜她为茶人们带来了一

场美妙的味觉盛宴——你能想象法国、西班牙、

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芝士，碰撞着气泡银针茶、

日本煎茶 Kabusecha、凤凰单丛、东方美人、

16 年寿眉是什么样的惊喜吗？有的绵密相融、

有的互相抗衡。每一轮的对比，雪儿都作了专业

独到的解说。在场的人时而专注品尝，时而热烈

讨论，探讨着食物的张力、平衡，聊着茶的知识。

在最后压轴的 16 年寿眉和蓝芝士轮次时，大伙

问我的感受，我说，品尝起来像是两位老者间有

质感的谈话，有条不紊，娓娓道来，有种天然让

人安静下来倾听的沉淀感。许是因为同感，他们

鼓起掌来。

工作中经常能看到，茶在各个国家茶人视野

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每次参加这样充满想象

力的食物与茶对话活动，感官都是全方位绽放。

伊藤园在澳产品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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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在澳洲

Tea in Australia
研讨会结束后，大卫 · 莱恩斯组织部分茶

人参观了澳大利亚最大的食品博览会——Fine 

Food Expo。据大卫介绍，今年，茶叶在其中的

参展占比越来越大了。看展中发现，除了印度、

斯里兰卡、韩国等产茶国的展位，今年出现了中

国云南和贵州茶企的身影。

应日本茶企伊藤园 (ITO EN) 在澳洲公司的

邀请，我们驱车 200 多公里去了他们在维多利

亚州高山区的工厂和茶园。伊藤园是目前澳大利

亚最大的茶叶生产商，每年生产的茶叶 90% 以

上运回日本，在澳内销量为6-7吨，大部分是绿茶。

据总经理彼得·安德森（Peter Anderson）介绍，

九月是这里的初春，头采会在十月中下旬。因为

维多利亚高山区的小环境像富士山周围，所产的

茶品质非常好，所以在接下来他们打算将在澳生

产的茶叶出口到欧洲。而伊藤园的茶之所以在澳

受欢迎，因为鲜度（umami）高，这里的人们不

喜带苦味的茶，泡他们产的茶水温要求不高，出

汤速度也快，所以很快就能喝上清爽的茶，这对

西方人来说很便捷。随后，我们去了伊藤园的茶

园拜访。那真是数一数二的美丽茶园，不远处可

见雪山，在 Barel 夫妇管理下井井有条。茶园边

上是他们的小屋，四周种了迷迭香、柠檬、橙子、

桃和樱花树。夫妇俩盛情款待，我们这群各国各

地来的人聚在茶园边喝着他们种的茶，就着芝士

巧克力和白葡萄酒，在弥漫着自然清香的空气中，

看日落洒向雪山。

维多利亚高山区的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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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茶人们

Australian Tea Hunter
澳大利亚之行，丰富的茶活动带来了珍贵的

茶缘。此行中最让人动容的，是那些在澳的茶人

们。他们无论是从事着茶的事业，还是其他行业，

都深爱着茶。通过数日的交流了解得知，他们多

年来对茶保持着关注和思考，而今茶文化研讨会

的召开让他们看到了曙光，每个人满怀期待想为

本国茶和茶文化建设做点什么。澳大利亚茶人的

多元文化背景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兴许是

澳大利亚茶文化独特的地方。

研讨会创始人大卫：希望研讨会成为他百年

后留下的东西。

茶的魅力十足，茶人的魅力也是。澳大利亚

茶文化研讨会创始人、主席大卫 · 莱恩斯先生

出生在英国，从事食品行业数十载，与茶结缘是

22 年前。在前几年到中国来参加茶事活动后，

他陷入了深刻的思考——茶已风靡全球，却未曾

在澳大利亚开花，这是澳大利亚的遗憾。如今自

己已近花甲之年，退休后的时光里也许能为茶做

点什么。大卫先生表示，他想把茶文化研讨会做

起来、做成熟，他说，也许没有机会看到结果的

那天，但很想在有生之年将“澳大利亚茶文化研

讨会”做成他百年之后能留下来的东西。在他的

感染下，从事 IT 事业的儿子都十分支持父亲的

事业，而其他行业的朋友们，也在大卫的鼓励下，

加入探索澳大利亚茶文化的队伍中。

在澳的中国茶人张迎（Cathy Zhang）：

茶馆茶店在澳经营不容易。

交流中，年轻却事茶经验丰富的茶人张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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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快语，分享了她和她周围开茶馆的人的经历。

据悉，在澳洲开茶馆或茶店成功的例子并不多，

原因有二，一是开店成本太高，租金和人工是澳

大利亚最大的开支。澳大利亚人工的最低标准是

23 澳元 / 小时，店铺租金高，特别在黄金地段

更是昂贵，开店还要交各种保险等费用，这样就

算茶店开起来很难做到收支平衡，所以一些开茶

店的人都由实体转为网络售茶；二是澳大利亚咖

啡文化盛行，一些人一般一天要喝几杯咖啡，饮

茶意识却较淡。和茶相比，咖啡更加方便易得，

到处都有卖，也适合澳洲人的生活文化。能开下

去的茶店不多，都是中国人在经营。他们给其他

茶叶公司做批发，有自己的渠道销售。张迎认为，

茶在澳大利亚也是一个细水流长的生意，只要有

耐心，看准市场，前景非常可期。

数日的交流，有幸认识了许多经历丰富的茶

人朋友。如优雅有品位的法国女士 Pascale，她

的茶馆每周六才开一次，为茶友免费分享好茶；

如意大利厨师 Dario，每年都会到其他国家寻找

不同的味道，而今开始为中国茶着迷；如政府顾

问马来西亚侨胞 Andrew，得知我也是客家人时

忽然热泪盈眶，问了客家人现在的生活状况和儿

时歌谣《月光光》的发音，眼里满是乡愁；又如

16 年前到研究会拜访过的 David Thompson，

激动地握着我的手问我是否认识一位戴红色帽子

初春待发芽 伊藤园在澳工厂的总经理彼得·安德森（Peter 
Anderson）在向我们介绍他们所产的茶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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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人家，在我回答是姚国坤先生时他十分惊喜，

不住地说是姚先生当年感染了他，让他在茶之路

上学习多年……也许自己也是在不同类型文化影

响下成长有关，让我在从事茶文化对外交流时，

感觉到一种自在和享受。

中国茶文化在澳的分享之旅短暂却收获颇

丰，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多元文化交融产生火花

的魅力。原以为是过来分享的，却发现最后自己

学习收获的东西更多。第二届澳洲茶文化研讨会

的影响力之大，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澳大利亚

人对茶的热忱、对中国茶的热爱也着实让人惊讶

和感动。此次赴澳演讲，感恩于单位的培养与信

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多年来致力于茶文化

在海内外的传播交流，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力，这次分享演讲顺利，观点被认同，离不开组

织和师友予以的强大后盾与支持。此澳洲之行最

大的体会是，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在打开门请进

来的同时，更要勇敢地走出去，身体力行，用合

适的方式达最佳的效果。

茶文化在澳大利亚，也许就像当初茶树种引

进这片土地时那样，要经过时间和环境的考验，

才得以存活至繁茂。2019 年的第三届澳大利亚

茶文化研讨会将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霍巴特举行，

你期待吗？

（作者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办公室副

主任）

作者在第二届澳大利亚茶文化研讨会上发表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