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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是人们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是人们闲情雅趣的生活

体现。 中国饮茶历史源远流长，而茶叶的广告宣

传随着长期的经营活动而丰富多彩。 茶叶广告

经历了早期口头叫卖的有声广告； 到实物陈列、
旗帜、幌子、招牌、灯笼等媒介广告；以及图画标

识、 报刊杂志等无声广告。 中国广告史的发展，
促进了中国茶叶传统广告的繁荣。 从古至今，形

形色色的茶叶广告，讲述了一段别具风格的茶文

化发展史。
一、以声乐人———史料中的茶叶有声广告

市声作为中国古代商业广告的主要表现形

式之一，那些从事商品交易的小摊贩，用口头语

言,让顾客了解自己出售的商品，主要体现为通

过叫卖和用响器来招徕顾客。 对于茶叶来说可

能从有茶叶交易开始就存在市声广告。 西汉时

期，王褒在《僮约》中提到：“烹茶尽具”“武阳买

茶”［1］(P203)的内容，这是王褒与奴婢约定每天的劳

役任务。 可见西汉时，茶叶已成为商品并在市场

上买卖，武阳也成为当时四川产茶及买卖茶叶的

市场。卖什么吆喝什么，是最原始的有声广告，一

般在集市上，就会出现叫卖、实物陈列等广告形

式。《广陵耆老传》记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

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 自旦至夕，其器

不减……［2］(P10)。 这则“提茗鬻市”的故事中老姥手

中盛放茶粥的器皿具有广告效应，一定程度上也

算一则茶叶实物广告。
宋代商贩用叫卖招揽生意的方式十分普遍，

宋代市声广告丰富多彩，“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

韵，其吟哦俱不同。 ”［3］(P496)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

余》中记载：“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

用”。 ［4］(P734)可见不同行业的市声广告各有不同。
宋时杭州城内，除有固定的茶坊茶楼外，还有

茶担，一种流动茶摊，也叫“浮铺”［5］(P169)，以挑担或

以推车的方式，至大街小巷或闹市区。《梦粱录·茶

肆》记载：“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

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

语。 ”［6］(P140)这种“提茶瓶沿门点茶”的服务非常周

到，不仅送茶上门，还可以传话带口信。 穿梭在大

街小巷的茶担、茶摊，为普通百姓提供物美价廉的

茶水，使得饮茶更便利，深受欢迎。 形形色色在街

上叫卖的小贩，以及市场街角的摊贩，都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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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卖声，有的还用金属或木片来敲击，达到吸引顾

客的目的。如宋代就有“敲响盏”的方法招徕生意，
就是敲打茶盏发出声音以吸引顾客的注意力，如

《梦粱录·夜市》 中载：“并在五间楼前大街坐铺中

瓦前，有带三朵花点茶婆婆，敲响盏，掇头儿拍板，
大街游人看了，无不哂笑。 ”［7］(P119)还有“茶肆”条也

记载：“今之茶肆……敲打响盏歌卖。 ”［6］(P140)

“歌叫于市”，小贩们将自己所卖商品编成简

单歌句，沿街叫卖之歌更能吸引人注意，叫卖与

音乐的结合这一广告形式在当时很受人们的喜

爱。宋代都市繁华，到处有酒楼茶馆，瓦舍勾栏等

商业场所， 形形色色的唱卖广告已经十分普遍。
商人们懂得利用音乐、音响、说书这种增设娱乐

项目的广告形式来招揽生意。 把人类原始的吆

喝叫卖声与歌谣、 词曲相结合,《梦粱录》 记载：
“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

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 ”［8］(P193)当时南

宋效仿北宋东京的叫卖声，配上乐曲歌辞，沿街

吟唱叫卖。可见这种音乐广告早在北宋就已经出

现，利用说唱的方式，结合音响和音乐，更具艺术

特色，更易打动顾客。
明清时期经济繁荣， 全国各地商肆遍布，广

告形式丰富多彩。 招徕市声广告比以前更有韵

味，更具有吸引力。 明清两代的传统广告在形式

和内容上比宋元时期更为成熟。 清代的小商贩、
手艺人种类繁多，他们挑担、提篮、推车，都有各

自的货声。清代的《燕市货声》记载了几百种老北

京的吆喝广告，如“热茶呀”“吆茶汤嗷! ”“换茶碗

咧饭碗哪! ”［9］(P213)等等，这些叫卖声都极富有地方

韵味。
直到近代， 许多城市的小摊小店及肩挑小

贩，那种拿腔拿调如同唱小曲似的吆喝声，仍然

是一种市声广告。
二、以幌示人———茶叶招幌广告

招幌广告是“招牌”和“幌子”的复合通称，种

类繁多，形式多变，主要用于店铺的标识。作为一

种信息传播工具，招幌广告是店铺招徕顾客的店

标，是古代商贾使用最普遍的一种广告形式。 招

幌广告具有明显的招徕和宣传作用，不同形式的

招幌，在市井中争奇斗艳，不仅增添了市井的文

化氛围，同时又吸引了顾客。
幌子，指用布帛制成的帘幕、帷幔。旧时店铺

用来招引顾客的标志，大致分为形象幌、标志幌、
文字幌三大类［10］(P9)。 主要标明店铺经营的特点，
一般会放在店铺外的显眼位置。 例如形象幌中

以商品或特定容器为特征，突出经营范围，以实

物为幌。 在市井生活中，那些挑担的流动商贩就

是以实物为幌子，清代风俗画中就展现了很多流

动招幌，如“卖紫砂壶”和“卖茶壶桶”（图 1）的挑

担小贩，他们担子的两头盛满商品，这些挑筐内

的茶壶或茶壶桶就是实物幌。 行商招幌品种较

多，除了卖茶具的，也有直接卖茶汤的，各种与茶

有关的实物招幌五花八门。 文字幌是一种原始

的招牌，也是最直接、最经济实惠的一种广告，如

茶馆会挂“茶”字或茶叶铺会挂“茶名”的幌子（图

2），言简意赅，让 人一看便知 是喝茶、卖茶 的场

所。 幌牌设计成如意形、蝙蝠形、方形等传统吉

祥文样，有些还下坠流苏，起到了装饰及广告宣

传的作用。

图 1 “卖紫砂壶”和“卖茶壶桶”

采自：《图画日报》（1909.8-1910.8）·第二册·第 84 号及 91 号

的营业写真（俗名三百六十行）。

图 2 奶茶铺幌子及茶叶铺幌子

采自：林岩等编《老北京店铺的招幌》，博文书社

1987 年版，第 2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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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是写有店铺名称、字号等广告性词语的

牌、匾、联等等，摆放在店铺门前。 宋代招牌的使

用已经非常普遍，如《梦粱录·茶肆》中记载：“更

有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

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

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 ”［6］(P140)还有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载有茶肆：清乐茶坊、八仙

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

等。 这些茶坊店铺的名字招牌放在显眼处，使人

一看就明白茶坊的性质，有很好的广告作用。
宋代，茶肆很多，竞争激烈，茶叶广告形式多

样，其中包括灯幌广告，一种悬挂的灯笼,写上“茶

坊”等字样，表明店铺性质，夜间点亮，十分引人

注目，灯幌广告也是标志招幌中的一种。 灯幌广

告早在五代就已出现 ［11］(P19)，特别是一些酒家、客

店等，后来茶肆也加以效仿。 南宋吴自牧《梦粱

录》写道:“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栀子灯,盖因

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
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 ”［6］(P141)从这里可以看出，店

铺利用灯笼吸引顾客， 既作装饰也是一种广告。
宋代还有一种装饰广告，商家把店铺门面、店堂

进行精心装饰，主要以插花挂画为主，店内做到

整洁醒目，力求吸引茶客。 如宋人王明清《摭青杂

说》中提到：“京师樊楼畔，有一小茶肆。 甚潇洒清

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济楚，故卖茶极盛。 ”［12］(P6)

还有《都城纪胜》也记载：“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
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 今茶坊

皆然。 ”［13］(P85)茶肆装饰既美化了饮茶环境,又吸引

了顾客的眼球，广告效应显著。
到了明清时期，招幌广告的内容、形式较前

几代更成熟，商家都很善于宣传，招牌制作也很

讲究。 清代规模较大的店铺对招牌、门面及厅堂

的装饰很是重视，如北京的一些店铺，铺面装饰

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据记载：“中有茶叶店，高甍

巨桷，细槅宏窗，刻以人物，铺以黄金，绚云映日，
洵是伟观。 总之母钱或百万或千万，俱用为修饰

之具。茶叶则贷于茶客，亦视其店之局面，华丽者

即无母钱存贮亦信而不疑。 倘局面黯淡，虽椟积

千万亦不敢贷矣。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由来

也。 ”［14］(P121)可见，铺面装饰豪华，不仅可以吸引顾

客，还可以显示雄厚的财力，使人有信任感，以便

生意往来。 清代茶铺还有直式招牌，上面标明茶

名等宣传内容， 比较直观地来介绍自家商品，视

觉效果强烈。 如北京吴汇源茶庄（图 3），门前置

一巨型长条木牌，写着“徽州吴汇源自办名山毛

峰雨前雪蕊龙井雀舌普洱等名茶发行”， 既表明

该号籍贯，又广告所售茶品，属“通天坐地招”［15］

(P81)，招牌气势庞大。

在我国的一些风俗画卷中不乏表现繁华街

市中各行各业的招幌，如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

河图》，明代的《南都繁会图卷》《金陵繁胜图》，清

代的《乾隆南巡图卷》等画作中，茶、酒等商贾的

招幌遍布街巷，琳琅满目。
三、以纸动人———传统纸媒中的茶叶广告

中国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故乡，印刷广告随

着印刷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发展，早在宋代就已有

印刷广告。印刷广告内容丰富，有招贴、包装纸广

告、报刊、书籍等广告形式。中国古代广告无论是

听觉广告还是视觉广告，吆喝叫卖、响器、招幌等

传播方式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到了近代，随着印

刷术的流行，印刷广告开始成为中国广告的主要

形式和手段。
(一)茶叶老广告

从实物陈列广告、叫卖广告等原始的推销手

法，到招幌广告、招贴广告及报刊广告等传统的

图 3 北京吴汇源茶庄

采自林岩等编《老北京店铺的招幌》，博文书

社 1987 年版第 27 页。

故纸堆里觅茶香———记中国传统茶叶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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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晚清江南振业茶食店“中秋月饼”广告印板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促销手段， 正是通过这些传统广告的不断演进、
改良，才有了现代广告的新生。 而传统的招贴画

广告、仿单、年画广告等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

中，如今只能从一张张泛黄的老广告中去探寻它

昔日的辉煌。
1.木刻印板广告

中国雕版印刷历史悠久，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有大批晚清民国时期木刻印板，即雕板，大部分

是“茶庄”或“茶食店”印刷广告的底板，如 民国

“恒庆昌茶庄”广告印板（图 4），印板中都标明了

开设的地址、 出售的商品及提醒认记购等内容。
还有晚清江南振业茶食店“中秋月饼”茶食印板

（图 5），用枣木制成，上镌刻“江南振业茶食店”
“中秋月饼”“本店开设在定县清风店北街路西认

明本店字号为记”。在中国的饮茶生活中，茶食点

心用来搭配饮茶，很受欢迎，亦是不可或缺。通过

这些印板印刷出大量印票，分发宣传，提高店铺

的知名度，招睐顾客。

2.茶叶包装纸广告

茶叶商品包装主要包括图案和文字的广告

宣传。 从留传下来的茶叶纸质广告来看，内容主

要有包装纸广告、广告单、茶票、仿单等等，除了

广告效应外，还有打假的功能，如“认记购买”“并

无分设”“货真价实”等等，表明商家非常注重自

己的招牌，打造自己独特的标识，来维护商家信

誉，广告意义凸显其中。

为了达到更好的广告宣传功能，作为雕版印

制的茶叶包装纸广告，主要以文字为主，配以精

美有特色的插画。 如民国“婺北蔴珠”包装纸（图

6）和民国“婺北凤眉”包装纸（图 7），以蓝色青花

印刷，装饰性强，中有宣传广告内容。 “蔴珠”“凤

眉”都是当时徽州绿茶的品种，这类包装纸主要

贴于铅罐、里箱和套箱等上面，用来标明茶号和

花色品种。 这些历史实物证明，各茶商为防混同

和假冒，往往会在包装好的商品上附加印刷精美

的广告。因此，它的功能更加多样，集包装、仿单、
招贴的作用于一身，既有标记识别作用，又有广

告宣传效果。
3.茶叶招贴广告

到了近代，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不断完善，招

贴画、年画等传统广告大量出现，丰富了中国传

图 4 民国“恒庆昌茶庄”广告印板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 7 民国“婺北凤眉”包装纸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 6 民国“婺北蔴珠”包装纸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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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广告的表现形式。历史悠久的年画是一种古老

的宣传形式，清代颇为流行，深得大众喜爱。
招贴广告历史悠久，一般俗称海报。 是中国

传统的年画和西方海报相结合，形成了颇具中国

特色的近代彩色招贴广告。茶商们为了推销自己

的商品，迎合消费市场的需求，也印刷了各种形

式的招贴画广告。 这些招贴画把茶庄位置、销售

的茶叶品类等相关信息与画面巧妙地结合在一

起，创造出了无数精彩的广告佳作，至今都让人

叹为观止。 如烟台“福增春茶庄”广告纸（图 8）、
“复兴茶庄”招贴广告（图 9）等，广告从描绘传统

美人到表现时尚女性， 体现当时追求时髦的风

尚。以近代美女作为广告来招揽客户是当时流行

的手法，易唤起人们对商品的购买欲。 招贴广告

有其他媒体广告不易替代的功能，它多以图画为

主，能给人以视觉上美的享受，同时又可以张贴，
一举多得，深受茶叶经营者的青睐。

茶叶老广告以包装纸广告、仿单、内票、招贴

画广告等这些中国传统商业宣传手段，或以文字

详细说明，或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茶叶商品信息

传达给顾客。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久不衰，它以

宣传商品为主题，加上富有创意、富有特色的画

面及文字，使人印象深刻，起到广告宣传的作用。
（二）报刊中的茶叶广告

报纸很早就已存在，但报刊广告却直到鸦片

战争前后才出现［16］(P154)，晚清开始流行，报刊上的

茶叶广告也伴随着报刊的发行而出现在人们的

视线中。 《上海新报》 于 1861 年 11 月在上海成

立，是近代中国较早刊登广告的中文报纸 ［17］(P106)。
随着近代商业贸易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认识

到信息传播对商业活动的重要性，纷纷利用报刊

这个信息载体，大做文章。 茶商也充分利用报刊

这个平台，宣传自己的茶叶。 如在 1863 年 3 月 7
日《上海新报》就刊登一则“茶叶出售”广 告（图

10）， 内容为： 启者新德记洋行有熙春砖茶一百

篮，每篮六十斤，现欲出卖此茶，系本行自在湖北

芙蓉名山……。 这是“新德记洋行”出售茶叶的

一则报刊广告，纯文字介绍，简洁明了。 又如《上

海新报》在 1872 年 5 月 11 日刊登的一则“广东

新茶”的广告（图 11）亦是如此。 这些广告体现了

早期商业广告的形式、内容等特点，类似于如今

图 9 “复兴茶庄”招贴广告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 8 烟台“福增春茶庄”广告纸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 11 1872 年 5 月 11 日《上海新报》

刊登一则“广东新茶”广告

图 10 1863 年 3 月 7 日《上海新报》

刊登一则“茶叶出售”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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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豆腐干式广告，内容文字简短，以标题吸引读

者。
民国初年，报刊广告的表现形式多样，广告

采取图文并茂的手段吸引消费者。广告设计和版

式更为讲究，不像早期的报刊广告，以文字为主，
而是配以相关图画、图形，以不同的字体、排列来

提升视觉效果，有些甚至直接以图片广告或连载

广告等形式，使广告更活泼生动，起到很好的宣

传效果。 随着商业发展，商贾们认识到在发行量

大的报刊刊登广告影响更大，效果更佳。
《申报》1872 年在上海创办，是中国近代历

史上时间最长，发行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

纸。 作为一份商业报纸，它也是较早刊登广告的

报刊之一。 《申报》刊登了大量茶叶市场行情、售

茶信息、运输情况及推销茶机、茶叶的广告。如上

海汪裕泰作为老字号茶庄，经常在《申报》上刊登

售茶广告。其中 1930 年《申报》中的一则广告（图

12）内容为:“上海汪裕泰茶号，茶质优美，价格低

廉，日用必需，贮久不坏，装璜美丽，携带便利，赠

亲馈友，尤为适宜。”同时还有茶叶种类及相关茶

叶包装配图，并告知出售地址。 整个广告茶号名

称醒目，设计的茶罐图案跃然纸上，且置于中央

位置，版式编排恰到好处，宣传效果极佳。上海汪

裕泰茶号的这则广告，在 1930 年的《申报》中几

乎月月刊登，可见其经济实力雄厚。 上海汪裕泰

茶号在 1933 年 11 月 10 日刊登的另一则 “卢仝

祁 门 红 茶”的 广 告（图 13）也 很 有 特 色，图 文 并

茂，十分生动。 民国期间利用报纸刊登广告的茶

商逐渐增多，广告形式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

天津《大公报》于 1902 年由英敛之创办，是

刊载商业广告的知名报刊之一。 天津的各大茶

庄如正兴德茶庄、元兴茶庄等都曾在《大公报》刊

登广告。由于业务不断发展，正兴德茶庄在徽州、
杭州、福州、苏州等地都设制茶厂，采购新茶，就

地加工，再运往天津销售，并推出了“绿竹”牌商

标。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茶叶市场竞争激烈，各

茶庄加大了广告宣传，正兴德茶庄有着灵活的销

售手段，注重宣传，扩大影响，在报刊上频频刊登

广告。 作为天津的知名报刊《大公报》，是正兴德

茶庄广告宣传的重要阵地。 如 1932 年 9 月 8 日

正兴德茶庄在《大公报》上刊登广告（图 14），整

体以确保茶叶质量为宗旨，利用科学检测说明问

题，标明经营方针。 广告采用数据说话，配合图

案， 让人们在不经意的视觉中接受广告内容，以

此吸引消费者。 另一则 1932 年 12 月 24 日的正

兴德茶庄在 《大公报》 上刊登的广告 （次页图

15），广告语简洁清楚：“冬至礼品，茶叶最宜，装

潢美观，中外欢迎。 ”1932 年 9 月至 12 月，正兴

德茶庄在《大公报》上几乎每天都刊登广告，围绕

茶庄形象，始终保持自己的风格，设计精致的宣

传广告， 这种广告连续刊发且版面设计新颖有

图 13 1933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汪裕泰茶号的

“卢仝祁门红茶”在《申报》中的广告

图 12 1930 年 3 月 2 日上海汪裕泰茶号

在《申报》中的一则广告

图 14 1932 年 9 月 8 日正兴德茶庄在

《大公报》上刊登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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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1932 年 12 月 24 日正兴德茶庄在

《大公报》上刊登的广告

趣，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天津其他茶庄

如元兴茶庄、 泉祥鸿茶庄等也都有投放广告，但

数量远不如正兴德茶庄，或因资本财力不及或因

墨守成规，不作广告等因素，故其生意不敌正兴

德茶庄。
民国时期在天津创刊的《北洋画报》刊登了

很多图片资料，为研究当时天津及北方地区的政

治、社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实力雄厚

的正兴德茶庄在 1932 年 9 月 27 日的 《北洋画

报》中刊登了一篇“从正兴德说到中国茶业”的文

章， 其中配有 “天津正兴德茶庄之门面及其内

部”、“正兴德茶庄福州工人之筛茶”“正兴德福州

工人摊晾茉莉花”等大量图片。 茶庄一方面通过

照片及文字宣传，使读者对“正兴德”有进一步的

认识，从而树立品牌形象，提高知名度；另一方面

也为我们后人了解正兴德茶庄提供了可靠的历

史图像资料。
诸如《申报》《大公报》等报刊中的茶叶广告，

是我国近代报纸广告的一个缩影， 广告内容丰

富、创意新颖，采用图片广告、连载广告等多种形

式，如今看来也很有意思，别出心裁。
总之，我国茶叶广告有着悠久的历史。 繁盛

的商品经济带动了广告文化的发展，商家采用丰

富多彩的广告招揽生意，同时也创造了这么多的

中国传统茶叶广告。 故纸堆里的茶文化信息很

多，终不能一一解读，然还是以史为线，选取历史

长河中的精彩片断，串联起中国传统茶叶广告之

路，感受这些老广告的时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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