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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友急急看 评委频抹汗

本报第五届养壶大赛评比悬念不断
张红华总评委：河南壶友养壶经验值得推广，是个课题
□特约撰稿 刘芳溪 文 记者 平伟 摄影

养壶水平高，评委费思量。

老“壶王”李亚伟为小茶仙评壶

本届“壶王”
，风采夺人！

5 月 10 日 中 午 过
后，郑州国香茶城精品
馆多功能厅内早已是人
声鼎沸，从全省各地赶
来的壶友们兴奋地交流
着各自的养壶经，
“这把
半瓢壶养得真是颗粒饱
满喜人啊”、
“这把禅方
壶怎么就能把盖子处理
得 这 么 好” …… 一 些
“大河收藏养壶交流群”
中的壶友首次见面，更
是倍感亲切，如遇知音。
是的！壶友们期盼
已久的河南省第五届养
壶大赛评比活动即将在
此拉开帷幕。作为每届
紫砂节中最大的悬念
——“壶王”究竟花落谁
家，吸引着大批壶友的
关注，更何况“卫冕三连
冠壶王”的李亚伟如今
已经坐在了评委席上，
今年的“壶王”就变得更
加扑朔迷离起来。

河南省第五届
养壶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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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华大师给新“壶王”颁奖

壶友水平高，
评委费思量
下午三点，5 位评委入场，热
闹的大厅很快安静下来，马上就
要迎来激动人心的评比环节。一
张长桌上依次摆放着 6 组参赛
壶，
“村长”蒋卫东告诉笔者，经过
初步筛选，一些破损或养坏的壶
已经被筛选掉，剩下数十把壶进
入了最终的评比环节。
评比正式开始，总评委张红
华和其他几位评委刚刚来到评审
台前，壶友们就坐不住了，纷纷离
开座位，围在警戒线外，焦急地朝
里张望，像极了幼儿园门口等着
接
“孩子”
的家长。
评委们一把把认真查看壶
盖、壶内、壶底、壶把内侧等细节，
时而用手指抚摸壶，感受壶身的
光润度，时而看壶身整体水头足
不足，
壶身养得是否干净、均匀。
第一组半瓢壶，评委们就犯
了难，
“紫泥调砂的半瓢壶是最好
养却最难拉开距离的一组壶”。
好不容易选出 4 把，但奖项只有 3
个，评委们在“4 选 3”时又纠结起
来，
干脆先放弃，
转战下一组。

禅方壶的评比较为顺利，其
中一把禅方壶光润柔和，
“让人看
了觉得舒服，连最难处理的盖子
部分也色泽匀净”，第一时间便脱
颖而出，被评委们一致推举为一
等奖；柱础壶组也难为得评委们
一头汗，最终一把拥有“孩儿面”
光润度的柱础壶拿下第一；风卷
葵组，一把养得非常炫目、相当出
挑的壶直入眼帘，立刻当选为一
等奖，
二三等奖也很快评出。
到了高潘壶组，评委们又“卡
壳”了，高潘壶们个个红润滋腻、
养得都是棒棒哒，比半瓢组更难
分伯仲。李亚伟出个招儿，将几

把壶身同样精彩的高潘壶挑出，
掀开盖子仔细观察壶内，
“鸡蛋里
挑骨头”，
终于定下了三个奖项。
龙生九子组的评比出乎意料
地顺利，几位评委不约而同都选
中了一把蚣蝮壶，对其赞不绝口，
随之二三等奖也依次落定。
最后，大家又回到半瓢组，张
红华大师感叹道：
“早有耳闻河南
壶友养壶水平高，今天是亲身体
会了一把。这比赛，哪是在考壶
友的水平，分明是在考评委啊！”
优中选优，着实困难，经过细节上
的认真比较，半瓢组的各个奖项
也终于敲定。

河南省第五届养壶大赛获奖名单
壶 王：
蚣蝮壶，
编号 169，领养人马骋
半瓢壶：
一等奖，
编号 033 二等奖，编号 166 三等奖，
编号 152
柱础壶：
一等奖，
编号 002 二等奖，编号 006 三等奖，
编号 119
高潘壶：
一等奖，
编号 108 二等奖，编号 099 三等奖，
编号 098
禅方壶：
一等奖，
编号 135 二等奖，编号 136 三等奖，
编号 092
风卷葵壶：一等奖，
编号 176 二等奖，编号 999 三等奖，
编号 766
龙生九子组：
一等奖，
编号 169 二等奖，编号 512 三等奖，
编号 001

位壶王在台上开心相拥、合
影留念。
本次养壶大赛的奖品也
堪称“重磅”，新壶王获得了
鲍青老师专为本届养壶大赛
纯手工制作、张红华大师监
制的一把原矿老紫泥的“景
舟满瓢”。本届养壶大赛的
友情赞助商云南易武（原产
地）茶马源茶厂，也为新壶王
颁发了 2010 年易武高端普
洱茶。

制壶与养壶，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张红华大师表示，自己
是第一次担任养壶大赛的总
评委，河南壶友的热情让她
感动，
“河南壶友们真的非常
用心，水平很高，很多壶都难
分伯仲，这说明河南壶友整
体水平太强了！这次选出的
这位壶王，蚣蝮壶 169 号，泥
料为历经多年陈腐期的老段
泥，这种泥料罕见珍贵，是一
种不太容易养出效果的泥
料，但没想到仅半年时间，竟
能养得如此匀净玉润、出神
入化，真是出乎意料，壶王当
之无愧！”
张红华对本报主办的河
南省养壶大赛表示了高度肯
定，
“其实之前我也曾关注过
养壶给紫砂壶带来的神奇变
化，我公公鲍兰生家中曾收
藏了几把陈光明、杨彭年、裴
石民等人的紫砂壶，他经常
没事就拿出来泡泡，这一泡
就是几十年，后来南京博物
馆的工作人员去家中拜访，
对这几把包浆已经浑然天成
的紫砂壶赞叹不已，随即便
收入馆中收藏至今。从那开
始我就时常在想，养壶对紫
砂壶潜移默化的影响，制作
或许只是第一步，如能将它
养好才是完成了紫砂壶的使
命。这次回到宜兴，我要大
力宣传河南壶友的养壶经
验，让宜兴本土的紫砂艺人
关注学习紫砂制壶与养壶之
间的关联，这个研究课题很
有趣、也十分必要！”

“黑马”横空出世，新壶王是他！
终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
要到了——在 6 组壶型的一等奖
中决出壶王。高手对决，总有无
法用笔墨形容的精彩。6 只光彩
夺目的壶静静伫立，仿佛在与评
委们神思交流。泥料、工艺的复
杂性也都被纳入到综合考量的因
素，为秉承养壶大赛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五位评委采取公平
的投票方式表决，最终以四比一
的票数评出 169 号壶为本届养壶

大赛的壶王。
第五届养壶大赛的评比，至
此尘埃落定。
颁奖环节，千呼万唤始出来
的“壶王”现身了，这绝对是一匹
不折不扣的“黑马”，当他起身上
台领奖时，观众席顿时响起一片
惊呼：
“原来是马浪花呀！”
“马骋，
恭喜啊！”相熟的壶友们起身在台
下频频鼓掌，马骋，这位低调领养
鲍青老师蚣蝮壶的壶友，大胆选

用汤色沉稳的红茶挑战淡雅段
泥，
没想却一举成名，
问鼎壶王。
活动现场，主持人邀请“老壶
王”李亚伟为马骋这位新晋壶王
献上祝福，
“新一届‘壶王’马骋的
这把蚣蝮壶，换作是我养也许都
不敢这么大胆挑战红茶，因为时
间短很难把控力度，但是他做到
了，在集筋囊器、老段泥、微雕为
一体的高难度壶型上做到了，这
个壶王实至名归！”随即，新、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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