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宫廷茶文化与寺院茶文化之比较研究

——以法门寺出土文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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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唐代的四大茶文化圈中，宫廷茶文化和寺院茶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深

入探讨二者的特质及彼此关系对茶文化史的研究意义重大。1987 年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宫廷茶具和 2000 年法门寺在修建藏经楼时出土的金代香雪堂碑是研究

宫廷茶文化和寺院茶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以此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宫廷

茶文化与寺院茶文化在早期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关的关系，在它们共同作用下，中国茶文化

得以形成并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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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Palace Tea Culture and Temple Tea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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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four major tea cultural circle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palac
e tea culture and the temple tea culture have very important position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ly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history of tea culture. The Tang Dynasty Palace Tea set u

nearthed in the Place of Famen Temple Fufeng County, Baoji, Shaanxi Provinc
e in 1987 and the Jin Dynasty Xiangxuetang Monument unearth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ipitaka Building in 2000 were important objects in the

study of the palace tea culture and the temple tea culture. Using this as an
entry point, combined with related literature, it can be found that both the
palace tea culture and the temple tea culture are independent and closely rel
ated to each other in the early stage.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them, the C
hinese Tea Culture has formed and developed rapi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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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诞生之日后逐渐与儒、释、道等中华主流文化汇织交融，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对人们

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人格修养乃至国家的经济、外交等方面都产生了持久而重要的影响。

时至今日，茶与可可、咖啡并称为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茶文化已经走向世界，成为具有民

族特质的中华文化名片之一。在深感骄傲自豪的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在茶文化的研究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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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做出更大成绩。笔者拟以 1987 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地宫中发掘出土的唐代宫

廷茶具和 2000 年法门寺在修建藏经楼时出土的金代香雪堂碑为主要切入点，通过比较研究

试探宫廷茶文化与寺院茶文化的特质及其对后世茶文化的影响。

一、宫廷茶文化与寺院茶文化的重要性

北宋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一书中记载：“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此说

被后人广泛认可，故有茶“兴于唐，盛于宋”之说。可见饮茶作为一种广为流行的生活习惯

和文化形式始于唐朝，是早有共识的。虽然在唐代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饮茶，但唐代之前采

用的是混煮羮饮法，即将茶叶与葱、姜、薄荷、橘皮等混煮饮用，主要发挥其药用价值，用

于醒脑健神，祛除乏困及病痛，且饮茶的普及程度较低。而至唐代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

饮茶之风盛行于全社会，茶的功效不再局限于药用价值，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载体，茶被人

们认为，除了具有一定的药效之外，还具有超凡脱俗、温和淡泊、简朴纯净等品格特征，因

而在制茶工艺、饮茶器具、品茶礼仪等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体系。唐代陆羽的《茶经》

中首先对此做了详细的梳理论证，奠定了后世论茶的坚实基础。此时，茶便跻身于文化要素

之列，并扮演重要角色，所以唐代是茶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时代。

四大茶文化圈[1](p48)（寺院、宫廷、文人、民间）在唐代时即已形成。“茶圣”陆羽幼年

时生活于寺院之中，其后半生亦与寺院生活关系密切，因而寺院茶文化在中国茶文化中地位

非凡；宫廷是政治枢纽，也是经济文化的核心所在，茶文化的最高级形态必然呈现于宫廷；

文人在宫廷、寺院与民间等多领域穿梭，勾连四大茶文化圈，为丰富和推进茶文化做了重要

贡献，但与寺院及宫廷相比较其影响力相对较小；民间茶文化根基深厚、形态丰富，然而其

发展程度远远不及宫廷和寺院。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对宫廷及寺院茶文化的研究和比较

对早期茶文化的深度认识更为有益。

二、唐代宫廷茶文化

时距千年，唐代的宫廷茶文化很难完整再现，但我们可凭部分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来加

以考证。1987 年在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唐代皇室供佛珍宝，其中有一批唐代宫廷茶具，

为我们研究唐代宫廷茶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这批茶具分别是：

（一）金银茶具

1、地宫中出土的《衣物帐》（供品清单）记载“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廿两，

盐台一副重十一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

八十两”。“七事”指的是茶碾、碾轴、罗身、罗屉、罗盖、银则、长柄勺，共七件。从茶



碾、碾轴、茶罗子等茶器錾有的铭文看，这批茶器制作于唐咸通九年至十二年（868～871

年），刻有“文思院造”字样。文思院，是宫廷内部的金银器加工作坊。同时，在茶罗子、

银则、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字样，“五哥”是唐僖宗（874～888

年）李儇的小名，由此可知这些茶器为大唐宫廷专用饮器，其制造之始并非用于礼佛，且《衣

物帐》将这些茶器列于唐僖宗所供奉的“新恩赐物”项，进一步表明这些茶具是御用之物。

唐代皇室成员讲究“以身事佛”（如唐中宗下发礼佛、武则天以自己绣裙礼佛等），即将自

己所使用过的珍贵物品或头发等奉于佛前，以表虔诚。因而僖宗以自己早年所得的一套心爱

茶具用于礼佛完全合乎情理。

2、金银茶具中除上述《衣物帐》明确提到的“一副七事”外，还有放置佐料的银盐台、

煮茶时夹置炭火的银火筋等。

总体来看这批茶具材质珍贵、器型小巧雅致、纹饰图案栩栩如生，其制作工艺一流，是

有唐一代金银器工艺的杰出代表，是唐代宫廷茶文化盛行的见证者。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这些

金银茶具上的纹饰具有浓重的佛文化色彩，如壸门座、如意云头纹、飞马纹、莲瓣纹等。与

此同时我们发现在罗架两侧刻有头束髻、着褒衣的执幡驾鹤仙人,另两侧錾刻相对飞翔的仙

鹤。而“仙人驾鹤”“、龟鹤遐寿”具有典型的道教文化色彩，寄托了人们对健康长生的追

求。这既能表明佛教在唐代时已经融入中国固有的文化元素，也可看出在唐代宫廷内部佛道

兼容的特点。

图 1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宫廷茶碾子



图 2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宫廷茶罗子

图 3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宫廷银盐台

（二）琉璃茶具

地宫中出土了 20 件琉璃器，有瓶、盘、杯、碗等物，多数琉璃器上的纹饰呈现出古伊

斯兰文化的风格，学者们推断这批琉璃器基本属于唐代的高档进口产品，并非国内自产，在



唐代时，此类琉璃器数量稀少，极为珍贵[2](p68-72)，琉璃是佛家宝物，因而唐代皇室将之作为

供佛用品。在这些琉璃器中有两件属于饮茶器具，一件为淡黄色直筒琉璃杯，外形类似现在

常见的直筒玻璃杯，另一件为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的组合，形制类似于现代的盖碗茶具（相

比仅缺少盖子），具有显著的内地风格。由此来看，唐代宫廷茶具在材质上要求上等，制作

风格上中西兼容、不拘一格、新颖别致。

图 4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宫廷直筒琉璃茶杯

图 5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宫廷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

（三）秘色瓷茶具

通常认为秘色瓷是专供皇室使用的珍贵瓷器，法门寺地宫共出土 14 件质量上乘的秘色

瓷，有碗、碟、瓶等类型。考虑到唐人饮茶的习惯，以瓷碗做饮具应该是很普遍的。所以秘



色瓷碗亦可看做是一种茶具。秘色瓷碗质地莹润，如冰似玉，做工极为精美，这与皇室的地

位十分匹配。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秘色瓷碗的外形呈莲瓣状（莲花为佛教圣物）。在这类碗

中有一对银棱髹漆金银平脱花鸟纹秘色瓷碗最为引人注目，其将漆工艺、金银加工工艺、秘

色瓷工艺融为一体，花鸟纹饰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显示出唐人高超的工艺水平。皇室成员

在徐徐品茶之时也将自己虔诚向佛之心和对生活情趣的追寻以艺术的手法巧妙的融为一体。

自唐高宗和武则天开法门寺地宫迎奉佛骨至京师起
①
，总体来说有唐一代十分崇奉佛教。佛

教对自上而下整个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地宫中发现的这些茶器的特征即可见一

斑。

图 6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宫廷髹漆金银平脱花鸟纹秘色瓷茶碗

图 7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宫廷秘色瓷茶碗

《茶经·三之造》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七道工序，

依次推进。而烹饮的主要过程是:“炙茶” （烘干茶饼） ,然后“碾茶”,“碾成黄金粉, 轻



嫩如松花
②
，碾后过罗，筛出细粉，置于盒中备用，烹茶时将水烧开，加入盐、姜、椒等作

料，再取一定量的茶粉徐徐加入水中，搅匀，此即“击拂”，《茶经》记载关于煮茶的技巧：

“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边缘如泉涌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

不可食也。”“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烹茶过程，这个过程的重要特点就是精微，需要煮茶者

仔细观察水的变化，及时准确的掌握火候，将每个步骤和环节掌握得恰到好处，茶艺人在此

环节中必须技术高超，并且全神贯注。所以说这个煮茶环节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口腹之

欲，而是一种集技术与欣赏与一体的审美享受，正所谓‘冲淡简洁，韵高致静’”。[3](p34)

煮好之后，倒入饮具中，将汤和茶末一同吃下，称为“吃茶”。陆羽所述基本是民间茶文化

程式，而宫廷有最优等的茶叶、最上等的水、最精美的茶器以及心灵性慧、茶艺精湛的侍女，

可以肯定，唐代宫廷的饮茶过程近类艺术表演。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些唐代宫廷茶具进一步

印证了唐人吃茶的程序之考究，这种注重“过程美”的宫廷茶艺与后世即泡即饮的快餐式饮

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唐代茶文化的繁荣和鼎盛，与唐朝各代皇帝喜欢饮茶用茶，以及对茶文化的重视密不

可分，这已被考古发现所证明。唐代中期以后，茶饮别开生面，推向极致，不仅前无古人，

亦后无来者，在皇宫茶史中独步一时。”[4](p688)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各类茶具材质优良、做工

精致、品类较多、宗教及艺术特色鲜明，它们既是唐代宫廷制茶、饮茶的器具，代表了唐代

茶文化在物质方面的最高水平，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人饮茶时的精神风尚——即对宗

教的虔诚信仰、对健康长生的热切追求、对生活情趣的努力追寻、对生活艺术的品鉴欣赏。

文献记载与宫廷茶文化相关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贡茶及赐茶，二是茶宴。

（一）贡茶及赐茶

“尽管唐以前已有贡茶现象出现，但是唐代皇室长期的、大规模的实行贡茶行为，这是

前代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各地要定时、定量、定质向朝廷纳贡称为‘贡茶’”[4]（P696）。中

唐时形成了完备的贡茶制度，分为两大体系：一是“官焙”，在主要的产茶区设立大型茶园，

由官府直接经营和管理 ，生产各类贡茶；二是，民贡，各州郡收集名茶上贡朝廷，全国有

17 个州郡被定为纳贡单位，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鄂、川、陕、苏、浙、赣、闽、皖、湘、

渝等十省。[5](p101)通过贡茶制度的推行，将全国各地的名贵茶类集中于宫廷，这为宫廷茶文

化的兴盛提供了前提条件。唐代吴兴太守张文规的《湖州贡焙新茶》诗云：“风辇寻春半醉

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说的是帝王乘车去踏春，喝得

半醉方回，这时宫女揭开御帘，手捧香茶而来，牡丹花般的脸上绽露着笑容，她向皇帝禀告，

新到紫笋贡茶来了。此诗生动的写出贡茶入宫之情景。《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贞元（785～



804 年）已后，每岁以进奉顾渚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余人，累月方毕”，可见采制贡茶耗费

人力财力的浩繁。贡茶具有无偿性，不是现代茶园的商品化运作形式，对当时老百姓而言可

谓劳民伤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贡茶制度的推行对茶叶品类的丰富、茶叶质量的提升、饮茶

风气的流行、茶叶经济的发展乃至国际交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赐茶，是唐代皇帝向妃嫔、王公大臣、高僧、道士、功臣、外国来使等馈赠茶叶的一种

礼仪制度。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翃在《为田神玉谢茶表》中说：“念以炎蒸，恤其暴露。荣

分紫笋，宠降朱宫……泽被三军，仁加十乘”，可知代宗为宣抚节度使田神玉而赐茶一千五

百串，明确要求要将这些茶叶赐予将士以下。德宗皇帝常常赐茶与僧人儒士。咸通九年（868

年），同昌公主出嫁时唐懿宗皇帝赐茶。王建《宫诗》中写道：“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

里过茶汤”，皇帝在主持殿试时赐予参加考试的考生每人一碗茶汤，以显示皇恩，对受赐者

而言也是无尚的荣光。宫廷赐茶是一种礼仪文化、交际文化，也是皇帝泽被天下、稳定统治

的一种政治手段。

（二）唐宫茶宴

有关唐代宫廷茶宴的史料记载很少，后人多从流传下来数量较为可观的诗词及绘画中探

知其情。能直接反映唐代宫廷茶文化的就是唐代的贡茶制度（茶引、榷茶等）和每年夏历三

月三日在宫廷举行的以头纲贡茶来祭祀祖先分赐大臣的盛大“清明宴”[1](p51)。

吴蜀之地所产紫笋、蒙山等名茶，须在清明之前，以快马送至京城。唐代诗人李郢的《茶

山贡焙歌》中写道：“……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

新芽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朝饥暮匐谁兴哀，喧阗竞纳不盈掬。一时一饷

还成堆，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轰如雷，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驿骑鞭声

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 。诗人以写实的手法

再现了唐代茶山赶制贡茶的紧张画面，同时也表达了对普通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到时须及

清明宴”，可见如此紧张的准备工作正是为了给宫廷定时举行的大型茶宴“清明宴”准备上

好茶叶。

唐朝诗人子兰在《夜直》一诗中提到：“大内隔重墙，多闻乐未央。灯明宫树色，茶煮

禁泉香。凤辇通门静，鸡歌入漏长。宴荣陪御席，话密近龙章。”幽宫高墙，华灯歌舞，茶

香飘溢，御宴欢腾，皇帝以宫廷茶宴的形式来品尝人间美味，并邀请群臣来共享，以此和悦

君臣关系，显示皇帝恩威。因而茶宴是唐代宫廷重要的礼仪活动，其作用绝不局限于皇室享

乐的范围。

http://www.jlonline.com/shici/shiren6/


三、寺院茶文化

寺院茶文化源远流长。“茶圣”陆羽幼年时生活于寺院之中，后来也与寺院生活关系密

切，与不少僧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其对茶文化的认识及总结深受寺院文化影响，故而寺院茶

文化在中国茶文化中的地位非凡。探究寺院茶文化可从多方面切入，比如寺院对各地名茶培

育中的贡献、饮茶与修行的关系、佛教茶仪等方面。笔者拟以 2000 年 10 月法门寺在修建藏

经楼时出土的金代香雪堂碑（如图 8，图 9）所载的一首茶诗为切入点，再结合其他的一些

寺院茶诗对寺院茶文化的特点做简要梳理。

图 8 法门寺出土香雪堂碑

图 9香雪堂碑拓片



这通刻于金代的香雪堂碑并无题额，“碑文应为前扶风县令郄文举撰并书，法门寺天王

院僧法苑立石。文分前后两部分内容，前为碑铭主体，记载了法门寺天王院主持僧苑公戒师

所居之堂——‘香雪堂’得名缘由及赠名者为金代驸马镇国上将军都尉蒲察公；碑文后半部

分为前扶风令郄文举赋七言律诗，赞天王院‘香雪堂’ ……”[6](p66)碑文如下：

“苑公戒师所居之院有香雪堂，先朝驸马镇国上将军都尉蒲察公所赠之名也，师云：当

其时，荼蘼花方谢，糁糁如雪而复幽香，因摭一时之意，故目之曰香雪，然自得名之后□有

题跋，恐为阙曲愿将数字褒□□□仆不牢，让漫书长句，雅命。前扶风县令郄文举再拜。／

翠柏森森已成列，荼蘼相间尤清丝。小院春风花落时，堂前散漫飞香雪。对此何人赏物华，

山僧睡起煮新茶。手披经卷坐终日，要看缤纷天雨花。戊辰十二月十一日天王院僧法苑立石”

此碑文后半部分为前扶风县令郄文举所作七言律诗，写作缘起在前文叙述较为清楚：尊

天王院主持僧师苑法师嘱托准确记录“香雪堂”得名由来，以备游人香客知晓。茶元素在此

诗中占有重要分量，本诗属较典型的寺院茶诗。现对本诗做如下诠释：春风和煦，阳光明媚，

僧人早年所植的翠柏，整齐排列于道路两旁，已然枝繁叶茂，苍翠若林。散布于柏树间的荼

蘼花蔓，攀援着翠柏枝条，穿梭林间，宛若青丝。散发着浓郁芳香的雪白花瓣，飘逸满院，

犹如香雪，漫天而降。首两联即营造出一种幽雅明朗之境，引人入胜。这就是诗人笔下金代

法门寺香雪堂的暮春图。荼蘼花繁香浓，是春季最后盛放的花，当它开放时就意味着春天的

结束。宋代诗歌中就有“开到荼蘼花事了”之语
③
。而此诗并没有表现出常人眼中容易流露

出的伤春之情，反而有温和喜悦之感。颈尾两联言人言事，并以问句提起，谁人在欣赏这院

中的美景呀？沉睡于春日美景中的山僧终于醒来，伸伸懒腰，开始亲手烹煮新采的茶叶。诗

人自问自答，告诉我们美景的主人即为住寺僧人。徐徐品茶，静观幽景，打开的经卷，闲置

眼前，只顾沉醉于缤纷花雨的美景之中。

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简德之人。”德性简朴、

清心寡欲的僧人与茶性最为契合。加之，饮茶能提神醒脑，可帮助禅修，正可谓，茶以助禅，

禅使茶香，“禅茶一味”。细致来看香雪堂碑文上出现的这首茶诗，亦为禅诗。僧人借助茶

的功效，让自己身轻思健，心力专注，深切感知周身环境之幽雅，进而领悟佛法之真谛。佛

经里讲“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万事万物的佛性都是相通的，专注于一

景一物，若能参透，便可认识自我的本性。荼蘼花类同这“翠竹”、“黄花”。禅宗讲“明

心见性”也是这个道理。《坛经》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佛家

思想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也就是佛性。这种本性是清净孤寂的，因此本性常常被世

俗的杂念所掩盖，人们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所以才会有烦恼，有憎恨。[7](119)而香雪堂碑



所载茶诗中的暮春之景，凋零之花，表现出的却是和悦自在，以致心与景融，悠然忘我（忘

却读经，忘却身份至“空”、“无”之境），禅意浓厚。

唐代陆龟蒙的《和袭美冬晓章上人院》诗云：“山寒偏是晓来多，况值禅窗雪气和。病

客功夫经未演，故人书信纳新磨。闲临静案修茶品，独傍深溪记药科。从此逍遥知有地，更

乘清月伴君过。”山中晓寒袭人，雪气稍和，借助友人书信研习久未钻研的佛法，并借茶自

省，始通逍遥。而常达的《山居八咏》中云：“身闲依祖寺，志僻性多慵。少室遗真旨，层

楼起暮钟。啜茶思好水，对月数诸峰。”独居山寺，品茶听钟，对月参禅。诗僧皎然在《答

裴集、阳伯明二贤各垂赠二十韵今以一章用酬两作》中有：“清宵集我寺，烹茗开禅牖。”

集友人于寺中，煮茶以求禅悟。

诸多茶诗均与禅相伴，可以说寺院中的茶离不开禅思禅悟。虽然寺院也有培茶种茶、

以茶礼佛、以茶会友待客的现象，但是借茶悟禅、“禅茶一味”是寺院茶文化的核心所在。

四、结语：宫廷茶文化与寺院茶文化之比较

上文分别对以唐宫茶文化为代表的宫廷茶文化和以法门寺出土的金代香雪堂碑所载寺

院茶诗为代表的寺院茶文化做了简要梳理，现以比较手法对这两大茶文化类型重新加以审

视。

一、从茶文化的起源上看，寺院茶文化的重要性超过宫廷茶文化。寺院茶文化的开创者

——《茶经》的作者“茶圣”陆羽也是中国茶文化的开创者。虽然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宫廷茶

文化的历史更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西周时巴人已向西周朝廷贡茶，汉、魏、晋时茶

在宫廷中的影响也逐渐增大，但是其普及性和发展程度，远远不及唐代，而对唐代茶文化起

到开创性贡献的是寺院。

二、从茶文化的发展高度来看，宫廷茶文化高出寺院茶文化。宫廷茶文化的背后有国家

实力支撑，宫廷茶文化与政治、经济、外交、礼仪等方面有密切交织：帝王赐茶是泽被天下、

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茶税是国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茶与丝绸、瓷器等在对外交往中也

扮演着重要角色，宫廷茶宴一度成为重要的礼仪活动，所以宫廷茶文化在丰富性、影响力等

方面是寺院茶文化无法企及的。当然寺院茶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持久的

内涵和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是值得肯定的。

三、从追求的旨趣上来看，宫廷茶文化追求等级差异，注重外在形式的奢华大气和感官

享受，而寺院茶文化更加注重内在修养上的简朴自然，借茶悟禅，体悟人生是其核心追求。

四、从宫廷茶文化和寺院茶文化的相互关系上来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生发。宫廷茶



具的纹饰具有浓重的佛教色彩，茶器的器型与寺院茶器基本一致，饮茶程式深受寺院茶文化

的影响，古代僧人与宫廷关系较为密切，高僧大德经常参加宫廷茶宴并接受赐茶，在茶礼茶

仪等方面必然受到宫廷茶文化的影响。

五、从宫廷茶文化与寺院茶文化对后世茶文化的贡献来看，二者共同作用，对后世茶文

化的演进及传播起着重要作用。宫廷凭借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寺院依托与普通民众的亲密关

系，分别对民间茶文化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茶文化向世界各地的传播过程中，宫

廷与寺院茶文化均起了重要作用。大量外交使臣与宫廷交往时宫廷茶文化必然随之外传，佛

教在向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传播时也将寺院茶文化传播于各地。

注释：
① 《法苑珠林》记载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 659 年）僧人智琮、慧辩等人入宫谈及法门寺内舍利，高宗曰：

“能得舍利，深是善因。”

② 出自唐李群玉《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诗句。
③ 出自宋王淇《春暮游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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