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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生活，不只是茶——

第二届中原茶生活博览会精彩连连
□记者 王惟一 文 许俊文 摄影

除了各大茶叶展位，展厅
一角还分布着阵容强大的“紫
砂军团”。“蒋小东”的展位映入
了记者的眼帘。先拿份作者简
介看看——“蒋小东，出生于丁
蜀镇紫砂村，家族世代与紫砂
结缘，曾祖父母即是村中制壶
高手。蒋小东自小跟随母亲制
壶，师从高级工艺美术师高奋
荣，擅长方器。其胞兄蒋卫东
……”Oh my god，原来他竟
是“村长”的亲弟弟！

蒋小东与乃兄一样低调，
笑呵呵地表示，还是要凭实力
说话。这次，他带来了精心准
备的方器作品，工艺相当不
错，人气、销量都相当旺。

顾道荣大师的长子顾斌文
也来参展了。从小跟随父亲制
壶，耳濡目染，顾斌文像父亲一
样擅长紫砂花货。鱼罩壶、龙
头八卦一捆竹、枇杷壶……作
品设计巧妙，工艺精细，颇有大
师风范。

在众多紫砂壶展位之间，
王国文的紫砂陶塑让人眼前一
亮。笑口常开的弥勒、禅意十
足的达摩、端庄祥和的观音、圆
润可爱的童子、威武勇猛的关
公……一个个线条流畅、神态
自然，颇见功力，吸引了许多观
众驻足欣赏。

作者王国文非常年轻，年
仅29岁。他从十几岁就在湖
南老家跟着爷爷和父亲学做泥
塑，5年前到宜兴开设了工作
室，开始做紫砂陶塑。有着家
传的功底，加上自己的悟性，王
国文的作品独具特色，让业内
人士都十分欣赏呢！

据了解，许多品牌参展的
目的并非在销售，而是借助大
河报搭建的这个平台，展示自
己的品牌形象，达到推广和招
商的目的。

云南易武（原产地）茶马源
茶厂就专门设了一个招商展
位，红色的背景墙上写着大大
的“招商”二字，开阔的空间中
摆放着老挝大红酸枝中堂23
件套，十分大气；一条长案上陈
列着茶马源十年年份套装，展
示建厂10年来制茶、存茶的成
果。整个展位不卖茶，纯展示，
极有个性，引来许多人咨询。

一位欲加盟的张先生正向
店员细细咨询。“茶马源的五大
优势之一就是原产地优势，
2005年就在易武原产地建立
了茶厂，那时的野生大叶种乔
木茶树经过百年的休养生息，
承载着最原始纯正的普洱茶味
道；茶厂以古法制作生产的每

一片茶都不在当地销售，而是
直接运回河南，保证了北方纯
干仓储存的品质……”听完店
员耐心的讲解，张先生似乎已
经下定了决心要签约呢！

作为本届中原茶生活博览
会唯一的“五星战略合作伙
伴”，百中堂的展位是面积最大
的一个，里面分布着N张大茶
桌，每桌皆呈“爆满”状态，人气
相当旺。

百中堂河南总代理刘贵一
表示，之所以选择成为“战略合
作伙伴”，在2014中原茶生活
博览会上进行“中原首秀”，就
是看中了大河报的品牌影响
力。“郑州大大小小的茶博会每
年有很多，但大河报主办的茶
生活博览会在档次、规格、理念
和宣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优
势。百中堂作为郎河旗下的高
端品牌，希望能借助这次机会
在中原地区一炮打响！”

1全方位体验茶文化

古典的乐曲声中，大宋官茶的
“茶百戏·点茶茶艺”表演正在上
演，引来许多人的围观。碾茶、注
水、搅拌、献茶……穿着宋式服装
的茶艺师用柔和流畅、舒缓自如的
动作，辅以茶磨、茶筅等专业用具，
分16个步骤，将大名鼎鼎的宋代

“点茶”重现于观众面前。
安化千两茶制作工艺历史悠

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
化老茶斗和高马二溪不约而同地
在现场展示了这项技艺，不过把千
两茶换成了“缩小版”的百两茶。
蒸茶、装篓、紧压……制茶工有条
不紊地进行制作，观众看得啧啧称
赞，还争相购买这些限量版的现场
制作茶呢！

10月17日至20日，第二届中
原茶生活博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成功举办。茶叶、中原壶、设
计师、紫砂、红木、沉香、文玩……
共同打造出一个巨大的茶生活空
间，让人徜徉其间，流连忘返。

茶生活博览会，重在“生
活”。除了茶叶和紫砂，还有红
木、沉香、文玩等，共同构筑完
整的茶生活。

颜氏红木的展位陈列着许
多红木珍品：海南黄花梨独板
茶桌，有着行云流水般的纹路
与漂亮的“鬼脸”；黄金樟瘿木
椅，看起来金碧辉煌，贵气十
足；阴沉楠木笔筒和镇纸，在光
照下呈现幽幽美玉般的质感
……在这样的环境中喝茶，真
是一种享受啊！

香道文化近年来受到越来
越多人的喜爱，渐渐融入人们
的茶生活。木香茗带来了线香
和各类沉香制品，还有沉香与
普洱结合制成的沉香茶。焚香
品茶，茶雾与香烟交织，勾勒出
一幅美好的茶生活图景……

2借助平台，展示高大上形象

3紫砂军团来袭 4感受美好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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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青老师现场制壶，连小朋友都被深深吸引。

现场展示的紫砂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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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
●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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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B21、22、23版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培训后保姆月嫂65930584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65920177三和家政60332996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和谐月嫂保姆保洁66281072
●佳宜保姆陪护15838183712
●好帮手保姆保洁65942095
66662288我爱我家
钟点工保洁卡打蜡地毯窗帘

88884545龙发保洁

招商

●实时到账0.3%网络POS机，

银联移动POS机18603715350
●广东讯达电梯低价入市招

总代项目合作15617699399
●韩国奶粉著名品牌“林贝儿”

现诚招河南省各市级经销商

招商电话：021-64069672
●美食城招小吃18003853808
●眼镜店加盟13598048752
●近视弱视加盟18637193648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www.egtjf.com

●钢筋捆扎机18003990277
●全峰快递加盟13103710109
●侣通快递招商15638817058

转让

●郑州金水区繁华地段酒吧

1300㎡转让13643900000
●郑州西区在建中30万㎡标

准厂房项目寻合作或转让.
电话13323858777
●二七路二七商圈黄金地段

临街旺铺150㎡13903716265
●位佳名店400㎡15936250087

软件网站

●低价快速建站53395926
●398起建网站15093249093
●专建营销型网站56712363

●微信商城淘宝装修65758310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公告

●河南鑫凯瑞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资金2000万变成200万注

册号410104000107367特此

公告.
注销公告

河南福神铝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讨论决定，即日起解散

河南福神铝业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105000111595）
河南福神铝业有限公司已成

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

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电脑维修

●汇科维修20元上门63556955

让饭店酒吧

●经三路东风路大型快餐店

整体转13693741055价格面议

●营业饭店转让18625563915
●转550平方火锅店丰乐路与

兴隆铺交叉口13523622222
●金水区位置好营业中饭店转

让面积500m213903820822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转加盟火锅店15093465606
●急转黄金地段1100㎡饭店

18638587501、13014641921
●东风路丰乐路营业中饭店转

让220平米13937185488

转让商铺门面
●健康路美发院13938401856

信息窗口
●专业火锅桌13273025963
●社保养老咨询13673992227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寻找尸源

寻找尸源
2014年7月11日，在新乡市凤
泉区大块镇小块村某电池厂
内发现一具尸体，自称驻马
店人，男性，身高1.7米，约
80公斤，长发。如有知情者
请尽快与新乡市大块分局张

警官联系，联系电话：186
37373286.

汽车租赁

●朋友新车不限里程67641616

●战友汽租车全价优65867859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一驰租车66666673车新价优

●专业回收报废汽车、办理报

废汽车手续13643833924

●一飞租车车新价优60277555

求购二手车
●急购新旧汽车15237155577
●高价收新旧车13937100034

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5238618651
●建大预算结算56701263半价

●家装公装消防 13243437979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装修钢构贰级 13937102710
●建筑高工结构师带六种软件
专兼职低价预算 13838538890

●加固改造拆除 15537123682

装修装饰
●专业设计施工办公楼、酒店

KTV、别墅0371-55610878

照明亮化
●发光字楼体亮化15837190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