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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商品检验制度与茶业革新

樊汇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２６)

〔摘　 要〕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中国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ꎮ 为了促进出口以增收外汇ꎬ国民政府开始建立体

系化的商品检验制度ꎬ茶叶作为重要的大宗商品很快被纳入其中ꎮ 茶叶检验制度最初实行以禁止取缔为主的出

口检验ꎬ后逐步发展为以指导改进为主的产地检验ꎮ 产地检验不仅在产茶区设立检验处ꎬ还划分指导区并派遣

技术员驻厂指导ꎮ 茶叶检验的施行让清末以来茶叶制假掺伪的现象得以有效禁绝ꎬ对我国近代茶业革新的进程

也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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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１ 年 ８ 月 ３ 日ꎬ在当时全国最大的茶叶贸

易口岸上海ꎬ来自湘鄂皖赣浙五省的旅沪茶商代

表六十余人聚于上海茶业会馆ꎬ开会讨论一个月

前骤然实施的茶叶检验之应对方策ꎮ〔１〕 会后ꎬ五
省茶商全体代表们联名向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

长蒋介石和实业部长孔祥熙递交了一份请愿书ꎬ
逐条陈述了茶叶检验制度的诸多弊端ꎬ并要求停

止施行茶叶检验ꎮ〔２〕 此后ꎬ尽管实业部仍坚持施

行茶叶检验ꎬ但迫于茶业公会的压力ꎬ在检验的

时限和标准上均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ꎮ 那么ꎬ实
业部为何要如此坚定地推行茶叶检验? 茶叶检

验的工作模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在此过程中

茶商与政府之间经历了怎样的博弈? 茶叶检验

的施行对于此后的华茶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要说明上述问题ꎬ须对茶叶检验的背景ꎬ检验之

标准制定与推行过程ꎬ以及出口检验与产地检验

之间工作模式的转变做全面梳理ꎬ并进一步将该

事件置于茶业近代化的框架之下考察其历史作

用和相关影响ꎮ
已有关于近代茶业史的研究中ꎬ部分学者已

经关注到茶叶检验的问题ꎬ但主要集中在茶叶出

口检验阶段ꎮ 对于茶叶检验的前期背景、检验标

准与方法、出口检验向产地检验转变的过程以及

此过程中各方利益之博弈等问题仍缺乏关注ꎮ〔３〕

本文结合相关期刊、著作和档案资料ꎬ对茶叶检

验的历史过程作系统梳理ꎬ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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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与茶商间的利益博弈以及检验对于茶业革新

的影响等问题ꎮ

一、华茶的质量困境:制假掺伪与着色茶

清光绪中期以后ꎬ长期占据国际茶叶市场主

流的华茶迅速衰落ꎬ其份额在较短时间内为印

度、锡兰等新兴产茶国所替代ꎮ〔４〕 这种此消彼长

的背后ꎬ除了制造成本和运销管理的因素外ꎬ华
茶的质量问题也是重要原因ꎮ〔５〕当时华茶的质量

困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制假掺伪ꎬ二是茶

叶着色ꎮ 需要指出的是:制假掺伪是 １９ 世纪中

后期国际茶叶市场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ꎬ各国均

有相关记录ꎮ〔６〕只是由于其他国家较早建立了商

品检验制度ꎬ假茶现象得以逐步禁绝ꎮ 而我国施

行茶叶检验相对较晚ꎬ所以直到民国时期ꎬ假茶

仍然是制约华茶外销的一个阻碍因素ꎮ 近年少

数学者将制假掺伪现象描述为近代中国所独有ꎬ
并将其解释为国人缺乏诚信所致ꎬ似是而非ꎮ

(一)制假掺伪问题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ꎬ随着饮茶文化在欧美

各国风靡ꎬ茶叶消费增长迅猛ꎬ华茶出口一度供

不应求ꎮ 一些不法商人为牟利ꎬ开始制假掺伪ꎬ
利用柳叶、桑叶甚至从茶楼收购来的泡过之茶

叶ꎬ加工后冒充新茶售予外商ꎮ
早在同治年间ꎬ各茶叶外销口岸就有不少假

茶的记载ꎮ 如 １８７０ 年«中国教会新报»载文称ꎬ
有朱某者携洋约三百元在上海各乡收买柳叶为

茶ꎬ希图牟利ꎮ〔７〕１８７４ 年上海海关与租界水巡捕

联合在租界水域查获还魂茶(泡过叶底制成之

茶)二十一包计三千余斤ꎬ尽皆丢弃海中销毁ꎮ〔８〕

１８８６ 年«字林西报»上刊载上海租界巡捕查获一

起不法商人制作假茶案:“有人利用茶馆收购来

的泡过之茶叶ꎬ在租界地内靠近上海瓦斯厂的一

处空地集中干燥ꎬ后送至广西路附近的一个作

坊ꎬ与少量品质较好的茶叶混合后ꎬ伪装成好茶

售卖ꎮ”该文还提及ꎬ此前不久当局刚采取行动查

禁假茶ꎬ数以吨计的假茶被会审公廨下令销

毁ꎮ〔９〕

另一重要茶叶外销口岸福州亦有此类记载ꎮ
１８７３ 年ꎬ有茶客某号诓卖伪茶与天祥洋行ꎬ洋行

随即告至官府ꎮ 官府查实后ꎬ将假茶全部倾入河

中ꎬ并严加诫饬该茶号ꎬ无得再作骗人之举ꎮ〔１０〕

１８９９ 年ꎬ在福州府有不法之徒采摘各种木叶萌芽ꎬ
造作假茶ꎬ揽和渔利ꎬ被查出后焚毁ꎮ〔１１〕 此类制假

掺伪事件发生后ꎬ尽管各地官府都先后出台严厉

的措施禁止假茶ꎬ但从实际结果来看收效甚微ꎮ
此后出口茶制假掺伪之风日盛ꎬ方法也愈加

多样化ꎮ 温州是近代假茶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

之一ꎬ当地制假手段复杂ꎬ品种繁多ꎮ 民国茶叶

检验制度施行后ꎬ茶学家袁喜源根据其在温州从

事茶检工作的经验ꎬ撰文罗列了当地出现的如青

草芯、金银花、寒淡芯等假茶达十七种之多ꎬ并分

别记述各类假茶外观、汤色和气味的特点供茶叶

检验作参考之用ꎮ〔１２〕颇为有趣的是ꎬ就在此文刊

出不久ꎬ又有人以“如”为笔名发表«温州假茶补

遗»一文ꎬ补充了掺伪茶十一种ꎬ并详细记述了产

地、掺和茶类、掺和方法以及与正品茶叶的异同

点等信息ꎮ〔１３〕

这些制假掺伪的手段尽管各不相同ꎬ但总体

来说可归为两大类:一是利用柳叶等各类树叶替

代茶叶为原料制造假茶ꎬ掺入特殊的植物粉末掩

盖树叶的青气并模拟茶叶香味ꎻ二是通过用劣质

茶甚至还魂茶与优质茶叶混合ꎬ以假乱真ꎮ 其目

的都是降低成本ꎬ提高利润ꎮ
(二)茶叶着色问题

除制假掺伪外ꎬ茶叶着色问题是当时影响出

口茶叶品质的另一个主要因素ꎮ 早期茶叶贸易

交通不便ꎬ自产区运至口岸ꎬ再到消费国需要很

长时间ꎬ途中茶叶难免发生变色等陈化现象ꎮ 为

此ꎬ部分茶商在制茶过程中“和以蜡质之物”ꎬ意
在长距离运输过程中保持茶叶外观新鲜ꎬ以获得

较高售价ꎮ 这种着色方法很快引得其他商人群

相效尤ꎮ〔１４〕

着色茶最初所用染料还只是靛青、姜黄等植

物类颜料ꎮ 这些颜料本身没有太大毒性ꎬ对茶叶

品质影响也不明显ꎮ 但随着华茶出口颓势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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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ꎬ茶叶着色的行为愈加普遍ꎬ所用染料也愈加

随意ꎬ其中就包含大量有毒颜料ꎮ 例如茶叶检验

施行之后ꎬ浙江宁绍台检验处在工作报告中就对

当地着色茶染料进行过统计:“茶用色料ꎬ种类不

一ꎮ 在毛茶初制时ꎬ采用烟煤ꎬ或小麦杆灰ꎻ在箱

茶精制时ꎬ采用黄粉、蓝靛、滑石、川占ꎬ甚至有滥

用铜绿、土红等有毒色料ꎬ既失本来面目ꎬ又有害

于卫生ꎮ” 〔１５〕茶学家陈国汉也曾对当时着色茶染

料作过调查:“市上习见之着色原料为三鱼黄

(一号至四号)、义天佑黄、记黄、鲁昌黄、永丰

黄、淡黄、彩黄、姜黄、洋靛、砂绿、天佑绿、洋蓝、
广丹、红丹、土红以及烟煤、滑石粉、广粉、白腊

等ꎮ” 〔１６〕

与制假掺伪和着色茶问题相对应的是英美

等主要茶叶消费国纷纷开始设置质量门槛ꎮ
１８７５ 年英国政府颁布了 «食品及药物销售法

令»ꎬ规定所有到达英国口岸的茶叶必须接受英

国政府指定机构的检验ꎬ合格者方可通关ꎮ １８９７
年美国颁布了«１８９７ 茶叶进口法案»ꎬ通过规定

标准茶样和设定关键指标两种方法对进口茶叶

的品质进行审查ꎮ〔１７〕 该法案不仅对当时美国的

茶叶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ꎬ而且对后来包括我国

在内的很多国家茶叶检验标准的制定都产生了

重要影响ꎮ
各主要茶叶消费国所设置的质量门槛进一

步加深了华茶制假掺伪和着色茶问题造成的困

局ꎮ〔１８〕１９１５ 年«申报»刊文讨论着色茶对华茶出

口影响时就曾指出:辛亥年间(１９１１ 年)美国政

府对进口华茶进行检验时发现着色颜料中包含

有毒成分后“禁止进口ꎬ名誉顿失ꎬ一蹶不振
印度、东洋之茶遂乘机而起”ꎮ〔１９〕 １９１６ 年«农工

商报»的一则文章也反映了美国«１８９７ 茶叶进口

法案»施行后对输美华茶的影响:“中国茶商历

年运茶赴美ꎬ每因品质太劣ꎬ或着色掺假ꎬ不合彼

国海关规定茶样ꎬ以致原货退回ꎬ大遭损失ꎮ” 〔２０〕

面对这样的困局ꎬ当时也曾有个别地方试图

以检验手段来解决出口茶制假掺伪所带来的问

题ꎮ 如 １９１５ 年ꎬ久受假茶之苦的温州茶商就曾

联合出资在永嘉设立茶叶检验处ꎬ对外销茶进行

检验并取得一定成效ꎮ 可惜因茶业公会改组等

原因未能坚持施行ꎬ此后当地假茶再度泛滥成

灾ꎮ〔２１〕１９２３ 年湖北省实业厅曾计划在汉口设立

茶叶检验局对当地茶叶实行检验ꎬ但因时局动

荡ꎬ未能坚持施行ꎮ〔２２〕 因此ꎬ在这样的背景下ꎬ设
立常态化的茶叶检验机制ꎬ通过强制检验实现禁

绝制假掺伪之目的ꎬ成为当时华茶业摆脱质量困

境的必然出路ꎮ

二、茶叶出口检验的施行

１９２７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ꎬ开始积极整

顿大宗商品的对外贸易ꎬ以求扩大出口增收外

汇ꎮ 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出口商品检验

体系ꎮ １９２８ 年ꎬ孔祥熙在其就职工商部长的讲

话中就特意强调要“厉行出口原料及制造品之检

查ꎬ力杜掺伪”ꎮ〔２３〕翌年春ꎬ上海商品检验局正式

成立ꎮ 该局隶属于工商部ꎬ负责对当时我国主要

进出口商品施行质量检验ꎮ 在孔的支持下ꎬ农学

家邹秉文出任商检局局长ꎬ主持商品检验体系的

建设工作ꎮ 与此同时ꎬ工商部又先后对下辖上

海、青岛、汉口、天津、广州五个商品检验局进行

改组ꎬ全面推进商品检验工作的开展ꎮ １９２９ 年ꎬ
上海商检局率先对棉花、肉类、肠衣、蛋品以及毛

织品等农产品实施检验ꎮ １９３０ 年又对生丝、丝
织品、桐油等施行检验ꎮ〔２４〕

鉴于茶叶在大宗商品中的重要地位ꎬ邹秉文

对于华茶出口的严峻形势十分关注ꎮ １９３１ 年邹

聘请在园林局工作的留日茶学家吴觉农为上海

商检局技正ꎬ主持开展茶叶检验工作ꎮ〔２５〕 根据

«商品检验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执行

检验得制定各项单行规程”ꎬ吴觉农很快拟定了

茶叶检验规程的草案并上报实业部ꎮ ６ 月 ２０ 日

实业部正式公布«茶叶检验规程»ꎮ (注:此间工

商部于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改组为实业部ꎮ)
«茶叶检验规程»共计十七条ꎮ 首先明确了

茶叶检验的范围为 “所有出口输运国外之茶

叶”ꎬ具体种类包括绿茶、红茶、花熏茶、红砖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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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砖茶、毛茶、茶片茶末及茶梗等ꎮ 由于当时华

茶常因包装不良导致运输途中茶叶变质ꎬ所以该

规程还对茶叶的包装规范作了相应界定ꎮ 同时ꎬ
规程中还明确了茶叶检验的扦样方法ꎬ报检和检

验手续ꎮ 此外ꎬ规程中明确列举了五种不合格的

茶叶类型:一是品质低于标准茶者ꎻ二是有着色

和掺杂作伪者ꎻ三是末粉超标者ꎻ四是同号货物

品质参差不匀或混有尾箱者ꎻ五是包装不良或有

破损者ꎮ〔２６〕

茶叶检验规程公布之后ꎬ便亟需制定茶叶检

验标准ꎮ 前文述及ꎬ实业部公布的 １９３１ 年版«茶
叶检验规程»无论是检验项目的选择还是标准的

制定ꎬ都显著参照了美国«１８９７ 茶叶进口法案»ꎮ
因而在制定具体茶叶检验标准之前ꎬ上海商检局

亦仿照美国做法ꎬ先组建了一个茶叶标准委员

会ꎮ 该委员会共计 １５ 人ꎬ人员结构包含政府、学
界和业界三方面的专家和代表ꎮ 具体成员有:实
业部技监徐善祥、司长徐廷瑚ꎬ上海市社会局科

长吴恒如、茶学及化验专家王兆澄、张伟如、卢世

振、张康泽、叶元鼎、吴觉农ꎬ茶商唐季珊、陈翔

周、朱葆元、洪孟盘及锦降洋行茶叶部经理莫人

金氏ꎬ协助会茶师俄人梅克罗夫氏ꎮ ６ 月 ２９ 日ꎬ
茶叶标准委员会在其驻所博物院路 １５ 号举行第

一次委员会议ꎬ会议讨论确定了近代中国首个出

口茶检验标准ꎬ７ 月 １７ 日由实业部公布ꎮ〔２７〕

１９３１ 年版«茶叶检验标准»是我国近代第一

版茶叶检验标准ꎬ总共只有四条:(１)红茶ꎬ以湖

南次红为标准茶ꎻ(２)绿茶ꎬ以浙江绍兴平水二

茶八号珠茶为标准茶ꎻ(３)茶叶灰分标准量不得

超过 ７％ ꎻ ( ４ ) 茶 叶 水 分 标 准 量 不 得 超 过

８. ５％ ꎮ〔２８〕

该版标准仅有四条指标ꎬ这不论是与我国后

来的茶叶检验标准ꎬ还是与同期其他国家的检验

标准相比ꎬ都显得过于简单ꎮ 但考虑到当时华茶

业的实际状况ꎬ这样的规定也确实最具可行性ꎮ
该标准对红茶和绿茶各选取一个标准茶作为样

板———分别为湖南次红和浙江绍兴的平水二茶

八号珠茶ꎬ这实际上也是仿照美国早期的检验标

准办法ꎬ即选取一个符合要求的样品茶作为最低

标准ꎮ 而对茶叶灰分和含水量则分别确定了不

超过 ７％和 ８. ５％的具体指标ꎮ 同期美国农业部

规定的茶叶进口检验标准中灰分的要求是高于

４％且低于 ７％ ꎬ因此就灰分这一项指标而言ꎬ该
标准已经与美国同期的规定接轨ꎮ〔２９〕 这里需要

解释的是ꎬ所谓茶叶的灰分是指被检验茶叶在坩

埚之中充分燃烧后所剩下的不可燃烧之无机物

质量占总质量之比值ꎮ 这种检测方法可以有效

甄别不良茶商为了增重或者着色所用各种有毒

物质ꎮ 而含水量则针对当时部分茶农茶商为了

增加茶叶重量ꎬ故意不充分烘焙就出售的行为ꎮ
这类湿茶在贩运途中极易变质ꎮ 因此ꎬ设定含水

量的指标可以有效杜绝此类不诚信行为ꎮ
１９３１ 年版«茶叶检验标准»公布后ꎬ商检局

遂以此标准执行茶叶检验ꎬ但很快发现该版标准

对于当时的华茶业而言仍过于严苛ꎬ导致当年大

量茶叶因无法达标而未能出口ꎬ茶商们遭受了惨

重的损失ꎮ 有鉴于此ꎬ实业部又数次调整了检验

标准ꎮ 如 １９３２ 年实业部公布的新版标准中就将

绿茶含水量由 ８. ５％ 改为 ９％ ꎬ红茶则放宽至

１１％ ꎮ 灰分含量的限制亦由 ７％ 放宽至 ７. ５％ ꎮ
并且新增了水浸出物和浸过叶两个检验项目ꎬ以
进一步杜绝茶叶制假掺伪的行为ꎮ〔３０〕 此后实业

部又多次调整了检验标准ꎬ并加入新的检验指

标ꎮ〔３１〕

总体来看ꎬ茶叶出口检验的施行对于华茶的

制假掺伪和着色茶的有毒颜料问题起到了有效

的禁绝作用ꎮ 其间所修订完善形成的检验规程

和标准ꎬ既能起到禁止制假掺伪和着色茶的作

用ꎬ也与当时华茶现状相符合ꎮ 该套规程和标准

不仅在茶叶出口检验转入产地检验之后依旧得

以沿袭ꎬ甚至此后汪伪实业部下属商品检验局在

沦陷区施行茶叶检验时的相关规定仍参照了此

套规程和标准ꎮ〔３２〕

三、变消极取缔为积极指导:产地检验的开展

出口检验的实施在打击茶叶制假掺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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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显著成效ꎬ但由于检验工作被置于整个运

销体系的最后一个环节ꎬ茶商在申报出口检验

后ꎬ倘因茶叶不合标准而禁止出口ꎬ则全部损失

均由茶商一方承担ꎬ而对于茶区的农户和茶号并

没有起到促进改良的作用ꎮ «二十六年度茶叶产

地检验工作进行计划书»中对于这一问题作了准

确阐释:“我国自施行出口检验以来ꎬ茶叶在国外

市场上之声誉ꎬ业已抬高不少ꎮ 惟出口检验施行

于茶叶成交之后ꎬ仅与出口商有直接关系ꎬ对于

内地生产者ꎬ尚须经过六七层中间人ꎬ故政府法

令往往不易深入ꎮ 出口检验ꎬ遇有品质、包装、着
色不合部颁标准及取缔办法者ꎬ虽予以禁止出

口ꎬ但其结果ꎬ徒然为商人之损失ꎬ内地生产者ꎬ
不仅不明禁止之原因ꎬ抑且不知禁止之事实ꎮ 因

此出口商每有以此种困难陈诉并要求实施产地

检验者ꎮ” 〔３３〕正如书中所言ꎬ自茶叶出口检验施

行后ꎬ沪、汉等地的茶商们要求变出口检验为产

地检验的呼吁从未间断ꎮ
(一)产地检验的提出与试行

随着业界对于产地检验的持续呼吁ꎬ实业部

也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ꎮ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实
业部为进一步提振茶业于南京召开了全国茶业

技术讨论会ꎬ各省茶叶专家纷纷与会ꎮ 其中江西

省农业院茶业改良场代表方翰周递交的«举办茶

叶产地检验ꎬ以谋提高品质»一案引起了与会代

表的广泛关注ꎮ 方在提案中阐明:“茶叶出口检

验ꎬ实业部沪汉两商品检验局ꎬ已举办有年ꎮ 惟

因其为制成品之集散市场检验ꎬ合格者ꎬ固安然

出口ꎻ不合格者ꎬ亦就地设法改拼ꎮ 其给原产地

之印象甚浅ꎬ以致各乡产户ꎬ仍一本旧习ꎬ丝毫不

谋改进ꎮ 盖茶叶之品质ꎬ于毛茶制造时ꎬ已决定

其命运是故欲消极的限制恶劣制品ꎬ非于产

地检验不为功ꎬ而在华茶衰败之秋ꎬ尤非有产地

检验ꎬ无以促发茶农之改进心理ꎬ是否有当ꎬ静候

公决ꎮ” 〔３４〕该提案在讨论环节获得了大部分代表

的支持ꎬ２２ 日大会闭幕前决议:“关于产地检验ꎬ
原则通过ꎮ 请全国经济委员会咨商实业部ꎬ就选

定区域先行试办ꎮ”

实业部长吴鼎昌很快对此作出回应: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ꎬ吴在国产检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上要求开展茶叶产地检验的方案论证工作ꎮ 适

逢皖赣两省筹备外销红茶统制ꎬ两省当局电告实

业部ꎬ请求优先从当地试行茶叶产地检验ꎮ ４ 月

２５ 日ꎬ国产检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由蔡无

忌、吴觉农二人赴祁门茶区调研产地检验实施办

法ꎮ〔３５〕５ 月 ２ 日ꎬ实业部国产检验委员会正式决

定自当年 ７ 月 １ 日起ꎬ分别在祁红产区和屯绿产

区开始试行茶叶产地检验ꎮ〔３６〕

祁红区和屯绿区的产地检验工作归茶叶产

地检验委员会负责ꎮ 该委员会由皖赣红茶运销

委员会代表张维ꎬ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代表冯

绍裘ꎬ祁门茶业改良场专家胡浩川、潘忠义、庄晚

芳以及上海商品检验局代表范和钧、向耿酉共 ７
人组成ꎮ 胡、向二人为祁红区正副主任委员ꎬ范、
张二人为屯绿区正副主任委员ꎮ ５ 月 ８ 日ꎬ茶叶

产地检验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决定:受人力

所限ꎬ本年度祁红、屯绿两区产地检验错开施行ꎬ
先举办祁红区产地检验ꎬ结束后开始屯绿区检

验ꎮ 考虑到当地交通不便且治安不靖ꎬ委员会决

定将祁红区检验工作划分祁门、浮梁、至德三个

检验区分别进行ꎮ〔３７〕 屯绿区检验工作仅集中于

屯溪镇及周边地区办理ꎮ〔３８〕

然而产地检验的试行也并非一帆风顺ꎮ 皖

赣两省政府之所以急于办理产地检验ꎬ是因为当

年骤然施行茶业统制后ꎬ当地茶业正处于乱局之

中ꎮ 由于茶业统制是通过银行替代沪汉两地茶

栈来向当地茶号放款ꎬ茶号收到贷款之后ꎬ收购

足额的茶叶加工封装成箱向政府交割即可ꎮ 但

由于统制政策造成利润下降ꎬ当地茶商普遍采取

压低茶价和以次充好的方式来应对ꎮ 一方面各

茶号联手拒收茶农毛茶ꎬ将毛茶收购价压至十余

元(往年高者可达五六十元ꎬ平均约三四十元)ꎮ
当地政府三令五申ꎬ警告茶号不得杀价ꎬ规定每

担毛茶价格不得低于二十元ꎬ但茶号仍置若罔

闻ꎬ以停止收茶的方式对抗政府的限价令ꎬ以致

“毛茶堆积如山ꎬ劣变酸败者ꎬ不知凡几”ꎮ 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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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军政双方联手施压ꎬ茶号方才重新收茶ꎬ但
私下仍用二十八两之秤ꎬ以暗打七折的方式向茶

农收茶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缺少相关的检验机制来

鉴定茶叶质量ꎬ各茶号普遍以次充好ꎬ向统制委

员会交付的均为品质低劣之茶ꎮ〔３９〕

因此ꎬ两省政府急于通过施行产地检验来确

保收购茶叶的品质ꎮ 检验委员会人员赴祁门开

展工作之初ꎬ当地茶商在茶业公会的怂恿下对检

验工作阳奉阴违ꎬ暗中抵制ꎮ 后经多次协调ꎬ并
告知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运输组:无检验人员给

予的“产地验讫”证明者一律不予装运ꎬ产地检

验工作方才得以开展ꎮ 对于此后两地试办产地

检验的效果ꎬ产地检验委员会和上海商检局都甚

为满意ꎮ 上海商检局在«茶叶产地检验实施经过

情形报告»中记述:箱茶由产地检验员依法采样

检验后ꎬ茶号皆警惕不敢放肆ꎮ 故此次祁红产地

检验实施后ꎬ对于制茶品质之改进ꎬ收效殊大

也ꎮ〔４０〕

产地检验顺利试行后ꎬ实业部为后续全面开

展产地检验工作培养人才ꎬ又招考茶叶检验的技

术人员赴当地实习ꎮ 第一批 １１ 人由范和钧率

领ꎬ于 ８ 月 ３ 日从上海出发赶至祁门茶场ꎮ 实习

期间“每日清晨采叶ꎬ中午讲解理论ꎬ下午实地制

造ꎻ与茶农、茶商共食宿ꎬ以便了解农村经济状

况ꎬ生活习惯及积弊陋规等ꎻ使新招各员明瞭辨

劣之前因与后果ꎬ以便明年检验能尽其指导茶

农、茶号之责ꎮ” 〔４１〕

(二)产地检验的全面开展

祁门、屯溪两地试办产地检验后ꎬ实业部对

于产地检验的标准、规程和组织方式都已具备了

相当的经验ꎬ便筹划全面推行产地检验ꎮ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 日ꎬ实业部成立了茶叶产地检验监理

处ꎬ负责全面推行产地检验工作ꎮ〔４２〕 蔡无忌、吴
觉农任正、副处长ꎬ屠祥麟、范和钧、苏琼春、蒋学

楷、向耿酉、黄国光、刘河洲七人为技术员ꎮ〔４３〕 下

设祁门区、至德区、浮梁区、宁州区、平水区、温州

区、屯溪区、福州区、福鼎分区及上海区共十个办

事处ꎬ以便就近指导办理产地检验事务ꎮ〔４４〕

５ 月 ４ 日ꎬ实业部正式公布了«实业部茶叶

产地检验规程»和«实业部茶叶产地检验规程施

行细则»ꎬ开始全面施行茶叶产地检验工作ꎮ〔４５〕

«茶叶产地检验规程»明确苏、浙、皖、赣、闽、鄂、
湘七省及沪、汉两市为施行区域ꎻ上述产区所产

茶叶制成后须接受检验ꎬ合格者由当地茶叶产地

检验办事处发给合格证ꎬ不合格者则抄送不合格

通知单ꎬ通知原报验人不得装运出境ꎮ〔４６〕

但好景不长ꎮ 实业部产地检验体系刚构建

完成ꎬ全面抗战的爆发使得局面急转直下ꎮ 八一

三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开始内迁ꎬ次年实业部改

组为经济部ꎬ茶叶产地检验监理处亦被裁撤ꎮ 产

地检验工作交由各省在产茶区所设立的茶叶检

验机关或茶业改良场主持ꎮ〔４７〕

所幸南京十年各省检验所和茶叶改良场建

设具备了一定的基础ꎬ战时茶叶检验工作尚不至

于中断ꎮ 如 １９３８ 年ꎬ江西省成立农产物检验所ꎬ
皖赣两省休宁、歙县、婺源等地产地检验工作均

由该所负责ꎮ 此后ꎬ赣省茶叶产地检验改为单独

办理ꎬ除婺源外ꎬ增办浮梁、上饶、广丰、玉山等地

茶叶检验ꎮ〔４８〕１９３８ 年 ５ 月ꎬ浙江农业改进所负责

办理本省茶叶产地检验ꎮ〔４９〕１９３９ 年ꎬ浙江省又在

原三界茶业改良场的基础上建立绍宁台茶叶检

验处ꎬ并在宁波、百官、溪口各设指导区ꎮ 分区检

验指导ꎬ纠正各茶厂茶叶制造及包装之积弊与缺

陷ꎬ以求达到改进之目的ꎮ〔５０〕

此外ꎬ随着战线后移ꎬ一些后方茶区也开展

了检验工作ꎮ 如第三战区和湖南省政府就先后

致电经济部ꎬ请求支援检验人员和设备ꎬ在茶区

建立茶叶检验机构ꎬ以促进战时后方茶叶生产ꎮ
其中第三战区所辖茶区最广ꎬ包括浙、闽、皖、赣
四省的诸多茶区ꎮ 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在上呈

经济部的电文中阐述道:“东南国贸商品际此海

口封锁ꎬ不能由正式口岸输出ꎬ似以采产地检验

为宜ꎮ 因此拟设立商品检验机构六处ꎬ对战区内

所产茶叶、丝绸、蛋品、桐油等出口商品施行检

验ꎮ”经济部在复电中同意了第三战区的请求ꎬ但
受困于人才和物资的短缺ꎬ于四省交界的玉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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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成立商品检验局ꎬ并将福州检验分处改隶该

局ꎬ由该局统筹安排战区商品检验事宜ꎮ〔５１〕 此

后ꎬ中茶公司为了保障其收购茶叶的品质ꎬ又向

经济部申请在江西设立专门的茶叶检验所ꎬ以便

赣省茶区所产茶叶能就近完成产地检验ꎮ〔５２〕 相

邻的湖南省同为后方的产茶大省ꎬ湖南茶叶原由

中茶公司联合经济部商品检验局衡阳分局检验

后统一收购ꎮ 但中茶公司驻湘机构管理混乱、效
率低下ꎬ造成茶叶收购延迟阻滞近一年之久ꎬ大
量茶商所购新茶因“时日久延ꎬ为潮湿所侵”ꎮ
有鉴于此ꎬ湖南省茶叶管理处在时任省主席薛岳

的支持下致电经济部ꎬ要求改衡阳的出口检验为

在各茶叶产区施行的产地检验ꎮ 经济部长翁文

灏在复电中批准了湖南当局的请求ꎬ并责令经济

部相关部门根据湖南各地实际环境之需要ꎬ统筹

办理ꎮ〔５３〕

总体来说ꎬ尽管全面抗战的爆发打破了实业

部此前构建的产地检验工作体系ꎬ但由于战时茶

业统制和对英国、苏联等国茶叶易货贸易等原

因ꎬ茶叶的生产与收购受到了相当的重视ꎬ这使

得经济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延续实业部产地检验

的工作思路ꎬ茶叶的产地检验工作得以继续推广ꎮ
(三)从业登记与驻厂指导

从业登记管理和驻厂指导是产地检验区别

于出口检验最重要的两个标志ꎮ 前文述及ꎬ实业

部推动产地检验的核心目的是从源头上改善制

茶工艺ꎬ提升茶叶品质ꎮ 因此ꎬ除了对成品茶进

行质量检验外ꎬ产地检验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对

指导区内从业者实行登记制以审查其资格ꎬ并派

专业人员驻厂对茶叶生产进行改进指导ꎮ
从业登记管理ꎬ是为了限制工艺不合规的投

机茶商和粗制滥制的茶师参与茶叶生产ꎬ进而保

障茶叶品质ꎮ 浙江宁绍台区开展产地检验时ꎬ登
记项目就包括茶厂茶行登记、商标登记以及包装

工匠登记三类ꎮ〔５４〕 祁红区的产地检验对茶厂和

烘茶师均进行登记备案管理ꎮ〔５５〕 各地检验处对

于茶师的登记管理不仅在于审核其资质ꎬ还会组

织技术培训ꎬ以提高其制茶水平和卫生意识ꎮ〔５６〕

清末以后ꎬ由于茶叶价格波动较大ꎬ江浙的一些

投机资本经常在茶价较高的年份介入进行炒作ꎮ
这类投机茶商只追求短期利润ꎬ对粗制滥制习以

为常ꎮ 通过从业登记管理可以有效地革除茶叶

生产受投机资本影响的弊病ꎮ
驻厂指导是产地检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ꎮ

此前的出口检验是在茶叶制成后进行ꎬ不论合格

与否ꎬ对于制成之茶而言都无法改变既成品质ꎮ
到产地检验阶段ꎬ检验处通过派遣技术员赴茶

厂ꎬ在制茶过程中对茶叶的工艺、卫生、包装等事

项进行指导ꎬ可以有效提高制茶品质ꎮ
早在产地检验试行时ꎬ祁红产地检验委员会

就在其检验区内开展了驻厂指导工作ꎬ具体包

括:监督匀堆、开汤检验、茶箱检验、卫生检查等

项目ꎮ〔５７〕全面抗战后ꎬ驻厂指导成为一种普遍现

象ꎮ １９４０ 年ꎬ«浙茶通讯»专门刊文描述了当地

驻厂指导工作的状况:“茶叶检验ꎬ足以提高品

质ꎬ促进外销ꎮ 去年本处创立驻厂管理制度ꎬ实
施产地指导与出口检验相辅而行ꎬ成效尚著ꎮ 本

年因各区茶叶检验处业已撤销ꎬ驻厂指导检验工

作自非加强不可ꎬ爰经本处拟具驻厂员检验茶叶

要点ꎬ分为品质、水分、粉末及包装检验四项ꎬ业
已呈厅核示ꎬ一俟奉令核准ꎬ即可通饬遵行ꎮ” 〔５８〕

此外ꎬ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编写的«茶厂管理

与检验»一书中ꎬ也对当地驻厂指导的六项工作

作了详细说明:一、监督制造ꎬ检验人员全程参与

指导茶厂生产ꎬ对于烘焙不慎、优劣混制、筛工过

毛、拣剔不清、风扇不精等问题给予纠正ꎮ 二、品
质检验ꎬ各茶号在茶叶制成之后ꎬ匀堆之前ꎬ由检

验员用干湿二种方法对成茶品质进行检验ꎬ合格

者方准予匀堆ꎬ不合格者予以剔除ꎮ 三、监督匀

堆ꎬ过去制假掺伪、以次充好的不法行为主要利

用匀堆环节混入低劣之茶进行ꎬ驻厂指导员监督

匀堆作业可以从源头上杜绝制假掺伪的现象ꎮ
四、包装检验ꎬ包装不良导致茶叶在贩运途中变

质一直是影响华茶质量的弊病ꎮ １９３６ 年茶叶检

验标准加入包装一项后ꎬ各地茶商由于不通晓方

法ꎬ包装不合规者仍不在少数ꎮ 因此产地检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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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ꎬ技术员借驻厂之便ꎬ全面指导装箱与包装ꎬ确
保包装优良ꎮ 五、卫生检验ꎬ驻厂指导还要对茶

厂的卫生情况进行监督ꎬ确保成品茶干净卫生ꎮ
六、技术指导ꎬ驻厂指导须对茶师有针对性地进

行技术培训ꎬ以提高其技术水平ꎮ〔５９〕

四、茶叶检验推行过程中的对抗与博弈

茶叶检验有助于改善华茶品质进而提升华

茶业的整体竞争力ꎬ但它毕竟会触动部分茶商利

益ꎬ故茶商与政府的对抗和博弈贯穿始终ꎮ 这种

对抗实质上是政府检验机关所代表的华茶业整体

长远利益与少数茶商个人短期利益之间的博弈ꎮ
在推行出口检验之初ꎬ由于仅限于上海、汉

口两处口岸且由商检局直接施行ꎬ处于相对弱势

地位的茶商只能通过联手向政府请愿的方式ꎬ试
图阻止茶叶检验的施行ꎮ 前文述及ꎬ就在实业部

公布«出口检验大纲»之后不久ꎬ湘鄂皖赣浙五

省旅沪茶庄和茶商全体代表向行政院长蒋介石

和实业部长孔祥熙上书ꎬ要求停止茶叶检验ꎮ 反

对意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当下市场竞争激烈ꎬ
品质不良之茶叶在竞争中无法获胜ꎬ因此竞争机

制完全可以替代检验ꎬ再施行出口检验纯属多

余ꎻ二是目前检验制度限于口岸ꎬ茶商报关后进

行检验ꎬ如不合格即禁止输出ꎬ而我国茶叶贸易

结构复杂ꎬ检验时已经历五六道转手ꎬ遇到不合

规退回之茶叶ꎬ茶商只能徒受损失ꎻ三是现行检

验机制ꎬ检验员权力过大ꎬ合格与否全凭检验员

一人裁定ꎬ而茶商们不信任检验员ꎮ 基于这些理

由ꎬ五省代表坚决呼吁停止检验并声称茶叶检验

最终会导致茶业凋敝、茶农失去生计的严重后

果ꎮ〔６０〕

面对茶业公会声势浩大的请愿ꎬ实业部一面

坚持施行茶叶检验ꎬ一面责成商检局调查茶商们

请愿书所述问题ꎮ 调查结果表明茶商们的请愿

书多有不实之言:“该代表等原电谓:自上年实施

检验以来ꎬ中外茶商群相惊恐ꎬ茶叶交易顿形冷

淡ꎮ 行情亦因之一再跌落ꎮ 迄今存货未能清售ꎬ
华商损失不可胜计等语ꎬ尤非事实若就出口

总值论ꎬ二十年度计达三千三百零五万九千两ꎬ
较之十九年度出口总值二千六百二十八万四千

两约增加十分之三ꎮ 是业茶者平均余利可增获

三分之一左右ꎮ” 〔６１〕此后ꎬ茶商们见阻挠不成ꎬ便
退而求其次ꎬ又先后多次向实业部请求放宽茶叶

检验的标准和时限ꎮ 实业部为了顺利推进茶叶

检验ꎬ也考虑到当时出口茶品质的实际情况ꎬ对
含水量、灰分和着色等标准和规定生效的时限均

作出了让步ꎮ
进入产地检验阶段后ꎬ这种冲突变得更为激

烈ꎮ 由于产地检验的工作在各产茶区当地开展ꎬ
茶商通常在地方上有着盘根错节的各类关系ꎬ处
于相对优势地位ꎮ 检查人员作为“外来者”反而

处于劣势ꎮ
产地检验伊始ꎬ各地茶商纷纷利用贿赂、打

招呼、恫吓等软硬手段试图逃避检验ꎮ 例如浙江

温州部分茶商利用私人关系ꎬ动员当地的士绅、
名流来给检验人员说情施压:“所最堪痛心的是

一部分知识分子ꎬ没有看清事实ꎬ没有明瞭检验

机关之任务和立场ꎬ贸然和茶商表示同情ꎬ武断

的来一个批评ꎮ” 〔６２〕 此外ꎬ当地还有茶商买通政

府的公职人员ꎬ利用政府权力对抗检验:“有些机

关人员ꎬ往往为着茶商违章的事情ꎬ不惜亲举玉

趾ꎬ一而再ꎬ 再而三的跑到本处来替茶商说

情有的竟不惜在当地利用行政职权ꎬ用压迫

的手段来和本处捣蛋ꎮ” 〔６３〕 除了逃避检验、打招

呼等之外ꎬ浙江宁绍台检验区甚至还发生过茶商

袭击检验人员的事情:“本处助理员袁益诚ꎬ在王

化回汤浦途中ꎬ 竟被暴徒凶殴ꎬ 至今引为憾

事ꎮ” 〔６４〕

面对各种威逼利诱和说情干扰ꎬ很多茶叶检

验人员坚持不妥协ꎮ 刘河洲在文中叙述了他和

同事们的态度:“幸同人等以改进茶业为重ꎬ威迫

利诱ꎬ无动于衷ꎬ卒使茶商咸能就范ꎬ接受本处之

指导ꎮ 包装渐臻完备ꎬ着色自知减轻ꎬ掺杂掺伪

均已绝迹ꎬ茶叶品质得以提高ꎬ凡此种种ꎬ差堪告

慰ꎬ并足为同人等自励也ꎮ” 〔６５〕 高家驹也在其关

于茶叶检验的论文中写道:“至于作者今后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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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政ꎬ只要在职一天ꎬ还是一天保持一向的主张ꎬ
照着既定的人生观做去ꎮ 换言之ꎬ我是但只照着

当局已定的方针和奉颁的法规做去ꎬ无论你用什

么威胁利诱的手段来对付我ꎬ我决定不为所

动ꎮ” 〔６６〕

除了关于是否检验的博弈之外ꎬ茶商和政府

之间对于检验费用由谁负担的问题也同样存在

博弈ꎮ 出口检验阶段ꎬ商检局采取收费检验的模

式ꎮ 以上海商品检验局为例ꎬ茶叶出口检验时每

担收取检验费一角ꎮ〔６７〕 经济部关于茶叶出口检

验的档案中也有记载:二十年及二十一年度所收

茶叶检验费年达三万余元ꎬ约计每年检验十六七

万担ꎮ〔６８〕这种额外的经济负担尽管不算太重ꎬ但
仍然遭到茶商们的抵触ꎬ早在 １９３１ 年上海茶业

公会就曾对检验费和茶样损耗提出过抗议:“惟
华商对洋行退回之茶ꎬ须认打包一切手续费用ꎮ
该局检验时ꎬ又须提取样茶十斤ꎬ增重茶号负

担ꎮ” 〔６９〕实业部起初对于这样的抗议并未理会ꎬ
但到了出口检验阶段ꎬ为减少各地茶商对检验的

抵触情绪ꎬ开始划拨专款实行免费检验ꎮ 如

１９３６ 年祁红、屯绿两区试行产地检验时ꎬ仅屯绿

产区一地就拨款 ５３２０ 元用于检验所需办公、人
员薪资、差旅等费ꎮ １９３７ 年实业部公布的全国

产地检验相关规程文件中对于检验收费和茶样

退还的问题也作了明确规定:“茶叶产地检验不

收任何费用茶叶产地检验余样茶概予发

还ꎮ” 〔７０〕此后除了个别地区在抗战时期因特殊原

因进行过收费检验之外ꎬ其余皆以免费检验的方

式施行ꎮ
总体而言ꎬ尽管在此过程中当局在诸如检验

标准、时限和费用等方面有所让步ꎬ但在检验的

推行上态度坚决ꎮ 这种态度使得茶叶检验在较

短时间内得以成功施行ꎬ并有效地改变了清末以

来华茶的品质困境ꎮ

五、结　 语

茶叶检验在提升华茶品质ꎬ改善华茶国际声

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茶叶检验实施后ꎬ获得

了当时业界的广泛好评ꎮ 实业部在推行茶叶产

地检验的报告书中对于出口检验以来的效果颇

为满意:“我国自施行出口检验以来ꎬ茶叶在国外

市场上之声誉ꎬ业已抬高不少ꎮ” 〔７１〕 茶学家庄晚

芳在所著«茶叶检验»一书中也评价:“几年来出

口茶叶品质之改善既有显著的效果ꎬ在国际贸易

上已不似早期之骤于衰落ꎬ还可以保持有相当的

销路ꎬ此未始非茶叶检验之功也ꎮ” 〔７２〕 除了国内

业界的肯定之外ꎬ茶叶检验在国际市场也获得积

极的反响ꎮ 一些消费国对华茶的态度也有所转

变ꎬ较具代表性的是茶叶出口检验施行五年后ꎬ
新西兰政府于 １９３６ 年开始对进口华茶实行免检

政策:“我国驻惠灵顿领事馆ꎬ以我国茶叶既经政

府设局检验合格ꎬ始准出口ꎬ来纽华茶ꎬ实无再行

检验必要ꎮ 经与纽政府交涉ꎬ请将入口茶免予检

验ꎬ并准自由发卖ꎬ不受特别限制ꎮ 已经纽政府

函复ꎬ嗣后入口华茶ꎬ凡经我检验合格ꎬ持有证书

可凭者ꎬ免予检验ꎬ并不再限售于华人ꎮ” 〔７３〕

另一方面ꎬ尽管实业部和茶学家们克服重重

阻碍ꎬ以坚决之态度推行茶叶检验ꎬ仍未能完全

实现最初制定的目标ꎮ 其中突出的一个问题就

是对于着色茶的禁绝工作:１９３１ 年茶叶出口检

验开始时就对着色茶有禁止规定ꎬ但直到 １９３７
年全面推行产地检验时ꎬ着色茶仍然广泛存在于

各地外销绿茶产区ꎮ 究其原因ꎬ着色茶的问题不

仅是由于国内茶农、茶商有美化茶叶外观的动

机ꎬ许多洋商甚至国外消费者经过几十年饮茶习

惯的影响ꎬ已经接受了茶叶着色的现实ꎮ 既然无

法彻底禁绝着色茶ꎬ又不能让有害染料影响华茶

在各国通关检验ꎬ政府和茶学家们不得不妥协而

采取折中对策ꎮ 在施行出口检验两年后ꎬ实业部

放宽了查禁着色茶的规定:“着色茶禁止输出ꎬ前
经第一次全国商品检验技术会议通过取缔办法ꎬ
呈部核准公布ꎮ 本局奉令施行后ꎬ各茶商以中间

尚有困难ꎬ迭请补救ꎮ 本局为体恤商情计姑

准本年度内暂予通融办理ꎮ” 〔７４〕 此后数年ꎬ着色

茶依旧无法禁止ꎬ茶学家们又尝试利用新技术进

行改良ꎬ呼吁用无害染料替代有害染料ꎮ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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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 年ꎬ实业部就曾责成洋庄茶业公会与制茶

同业公会一起创办“茶用改良色料制造厂”ꎬ专
门生产着色用无毒颜料ꎬ在茶区向茶农和茶商推

广ꎬ以替代三鱼黄、洋靛、砂绿等有害染料ꎮ〔７５〕

总体来看ꎬ茶叶检验是我国近代商品检验体

系的重要部分ꎬ对于改善我国商品质量ꎬ促进出

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蔡无忌在«十年来之商

品检验»一书中就指出:“商品检验ꎬ在欧美各国

与日本ꎬ施行已久ꎬ卓著成绩ꎮ 其商品之所以能

争取海外市场ꎬ除产量丰富与成本低廉外ꎬ出品

精美与严格执行检验ꎬ亦为重大因素ꎮ” 〔７６〕 正如

蔡无忌所期待的那样ꎬ茶叶检验的施行弥补了此

前华茶业质检体系的缺失ꎬ并促进华茶品质日趋

精美ꎮ
不仅如此ꎬ如果进一步将茶叶检验置于整个

华茶业近代化的大框架之下来观察ꎬ我们会发现

它与诸如宣传科学知识、推广机械制茶技术等茶

业改良的关键要素相比有显著不同ꎮ 科学知识

和新技术的推广多是以正面倡导的方式ꎬ而广大

茶农和茶商们或是囿于思想旧习ꎬ或是出于成本

考虑ꎬ普遍对改良持消极态度ꎮ 而茶叶检验更多

的时候体现为一种“倒逼式”的力量强迫业茶者

进行改良ꎮ 正如茶学家徐天祥所说ꎬ“欲使品质

提高ꎬ以目前趋势视之ꎬ尤以施行茶叶检验为最

有效之办法ꎮ 盖施行茶叶检验ꎬ即所以予茶商以

有力刺激ꎬ使其自相警惕ꎬ自知改良品质”ꎮ〔７７〕

过去学界对于近代茶业革新的认识主要集

中在三个要素:以机械制茶为代表的技术革新ꎬ
以近代茶叶科学为代表的知识革新ꎬ以及以茶叶

公司和银行体系的介入为代表的茶业运销与资

本模式的革新ꎮ 通过本论文的相关梳理和分析ꎬ
笔者认为茶叶检验是我国近代茶业革新的又一

个关键要素ꎬ对近代茶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有着

深远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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