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地点：
郑州国香茶城F区89号紫砂村
●咨询热线：
15036015619

养壶指南：

首发式过后，已经领到爱壶
的壶友们难掩心中喜悦，在大河
收藏壶友群里热烈地讨论开来；
有事未能来领走爱壶的壶友们则
急得直喊“直播，直播”，原本平静
的壶友群顿时沸腾了起来。

在笔者随机采访现场的几位
壶友后，惊奇发现本届养壶大赛
还有一个“怪现象”，大伙都有一
个共同点——不止领了一把壶。

上届新秀组壶王畅畅表示，
她领养了许华芳老师的风卷葵壶
与华青老师的禅方壶。风卷葵壶
是她个人非常钟爱的一款壶型，
加上泥料诱人，她毫不犹豫地便
选择将它收入囊中。而大气端庄

的禅方壶，她一开始担心娇小的
自己会有些hold不住，但上届女
壶王的美好回忆最终还是让她坚
定地将禅方壶抱回了家。

上期刚刚介绍了壶友兰天魄
力斩获001号金猊壶，可她自己
似乎还觉得不够过瘾。本次首发
式上，她又收入了刘斌老师的高
潘壶。谈起因何同时领养多把
时，大伙纷纷表示是出于对村长
蒋卫东的信任、工艺师的认可、泥
料的保真以及对我们养壶大赛的
信赖。

“跟着村长，很踏实”，这大抵
是壶友们说出的最让蒋卫东感动
的一句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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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养壶大赛热烈首发
六小茶仙养壶同场开启

河南省第五届养壶大赛
大河收藏事业部河南省茶叶商会主办 郑州国香茶城紫砂村承办
友情赞助：云南（易武）茶马源茶厂

□特约撰稿 刘芳溪 壶友们期待已久的六小茶仙
也在第五届养壶大赛的首发式上
惊艳登场！六小茶仙养壶模式正

式开启，明年5月与您共享养壶
心得，齐晒养壶成果。小伙伴们，
快来加入我们吧！

河南省第五届养壶大赛首发
式结束后，本届参赛壶“龙生九
子”系列暨金猊壶、蚣蝮壶的制作
者、国家级高级工艺师鲍青在紫
砂村的展台前为壶友们表演起了
现场制壶。

鲍青老师熟练地打泥片、拍
身筒，不一会儿就围起一堵“人
墙”，拍照的、录像的、请教的好不
热闹，大伙屏气凝神目不转睛地
盯着制作台上，一团不起眼的紫
泥在鲍青老师的手中逐渐成型，

最终出落成一把端正规矩的仿古
壶身桶。

现场的观众几乎都是第一次
看到紫砂壶的制作过程，纷纷不
住惊呼：“太神奇了，这才一会儿，
一团泥就成了壶身的形状。”不
过，真正制作一把紫砂壶远没有
这么容易。鲍青老师告诉我们，
做完壶身，还要精修，再加上壶
盖、壶嘴、壶把等部位，才能最终
完成一把紫砂壶，需要花费数天
到数十天的时间不等呢！

10月 18日上午十点，郑州
会展中心C馆的舞台已经被壶友
们围堵得水泄不通。终于，第五
届养壶大赛首发式开始了！

鲍青老师作为首位“颁壶嘉
宾”，为壶友颁发了本届大赛的第
一套7把参赛壶。几位提前预订
禅方壶、高潘壶、柱础壶的壶友也
陆续上台，分别从华青、刘斌、张
志才老师手中领到了自己心爱的
壶。

随后，六小茶仙也齐齐登场
接受了张志才老师亲手颁发的半
瓢壶，茶马源茶厂作为本届养壶

大赛的合作伙伴，也为台上的几
位小茶仙分别赠送了茶马源“六
大茶山”系列普洱饼茶。

紫砂村“村长”蒋卫东告诉笔
者：“几天的展会下来，目前发来
的参赛壶已全部领走，还有部分
参赛壶工艺师们正在抓紧赶制，
更多的参赛壶随后将在紫砂村发
放，喜欢的壶友请尽早预订，确保
到货后能够及时领取。”

首发式过后参赛壶已所剩无
几，大家可得麻溜点哟！早领早
养，争抱大奖！

10月 18日，由
大河报社、河南省茶
叶商会主办，国香茶
城紫砂村协办的河
南省第五届养壶大
赛在第二届中原茶
生活博览会上举行
了首发式。

各位工艺师亲
临郑州为壶友们现
场发壶，六小茶仙首
次现场亮相，国家级
高级工艺美术师、中
国陶瓷工业协会陶
瓷艺术委员会常务
理事鲍青现场表演
制壶……精彩纷呈
的活动内容令人目
不暇接，且随我一同
来回顾一下吧！

发壶 | 早领早养 抱走大奖

制壶 | 鲍青制壶 大气磅礴

领壶 | 壶无单领 好事成双

养壶 | 六小茶仙 养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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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隐私婚查取证找人61117779
●资深诚信陈律师15981981833
●交通事故律师18625773913
●婚查找人取证13523053494
收购债权难事帮办63210116
●公司商会律师13598872990
●常青律师团队13703845682
●高效婚查找人取证55007873
●保密婚查找人取证65099919
●齐勇智律师13838381848
●案件专家论证15003995652
●保密婚查定位找人收购债权
难事帮办18697337007
要账专家 86169619★律师清债★
信誉第一办理
各种债务婚查
办：0371-53372838
热线：13938433336
“18137889110”

快速要账小额当天大额三天

■15538250011■

■成功收费■
你有欠条，我来买单。

职业收账，收购欠条，专业的

要账队伍，正规的律师团队，

全国办理热线：13598086574
★诚信收账★
疑难杂症13939006684成付

★合法清债★
律师策划68985551成后收费

★全国要账★
18年经验退伍军人专业团队

快速清收个人公司工程等各

种欠款，律师单位合作策划

为您排忧解难，诚信合法

电话：18537156988
0371-65835985★胜龙收账★

全国收账0371-87555444
★专业要账★
清理各种欠款0371-87508123
13015500011要账400-093-1761

全国清债,高效,无前期费用

成13015506677付
电话15538156663

收账15515555552
律师清债婚查
诚信专业13283818110成付

收购债权
快速简便 13903821300
要帐15515555922
要帐专家

20年的专业经验，快速、安全、

诚信、专清工程款、现金借款、

合同款、单位欠款、专办大案

等各种欠款、面向全国、深受群

众欢迎、为弱势人群排忧解难。

西区电话：18838272316
东区电话：13071022966
许昌电话：13080162177
治赖13253377120
抵押贷款

●房车抵押当天放款60688896
银丰典当行

黄铂金钻石名表车辆房产按

揭房66210936/39、67269860、
86085562/02、64608919

工商咨询
●注册各类公司 13526626508
●低价注册代账 13693719897
●低价注册增资 15937198373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投资金融资产专办63815722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公司快办★收购65325833
●免费公司注册记账63569525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低价快办公司15136237356
●代理公司记账18037132755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免费快办公司15517559996
●注册公司记账15333838336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

口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投资金融、资产管理、集团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专办医疗器械资质65740123
●免费快办公司15515601328
●建筑劳务资质13071018226
●工商注册王13253362163
●投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低价记账★税务疑难★工商

注册★资质代办65593711
●工商注册增资13592613936
●全省验资免费注册53311990
●免费注册公司代账65251888
●免税会计工商注册86520928
●工商注册快办18937115815
“办全省资质”
●劳务分包●房地产●
物业●医疗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快办公司建筑资质66364166
低价电力物业园林66364266
高效诚信,不成退款

低价办公司
资深代理记账机构86107088

●工商代办●
工商执照快办86172660
大额增资快办86172662
“速办总承包”
房建■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新申办专线：55058991
增项、升级专线：55058997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860999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688
机电◆消防◆电力86099088
装饰幕墙◆智能化86099288
承装●承修●承试86172660
房地产●园林●物业86172662
14年真诚服务！

★工商世家★
十六年品牌●大额注册增资

办公司送法国红酒●房地产

及各类建筑资质15003821088
宝宝公司起名
善如意起名专家68082128
部厅●二升一
房建●机电●矿山63617399
公路●钢构●装饰63838000
市政●通信●电力63830333
园林●水利●环保63698266
14年真诚服务！

快办工商注册
审计资质65771569
专办生产企业
环评资质工商86560456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63819190
全省资质专办
土建●装修●园林 53310629
水利●防腐●照明 53310628
市政●环保●送变电53310627
路桥●机电●钢结构53310626
矿山●门窗●电监会53310625
鑫汇工商资质
快办各类工程资质大额增资

验资安全生产许可证及人员

培训.65901419、65901473
一级办成收费
房建市政等资质18500688890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认证咨询

工程证书咨询
建造师造价职称询6357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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