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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惟一

立秋已过，炎热的夏季结束，你是
否已开始期盼每年初秋的那场普洱盛
会？

9月3日到5日，“2016普洱茶·河
南品鉴展示会”将如约归来，亮相郑州
国香茶城。本届普洱品鉴展示会，除了
名优普洱茶评比、老茶专场品鉴会、现
场压制普洱茶等“经典节目”，还将有陈
皮专场讲座、中秋礼品展等全新的特色
活动，近两年大热的陈皮普洱也将组团
登场。

作为中原地区规模最大、专业性最
强的普洱茶事文化活动，本届普洱品鉴
展示会一如既往地得到了众多普洱茶
知名品牌的青睐，近30个展位几乎被抢
订一空，中茶普洱、勐库戎氏、祥源、和
茶趣、铁良老班章、嘉叶号等品牌将在
展会上亮相。

其中，中国好茶联盟成员“和茶趣”
和“勐库戎氏”还特意为普洱茶友们准
备了普洱茶现场压制活动。和茶趣掌
门人郜鸿亮告诉记者，现场压制的产品
是他们最新推出的“茗匠”，限量500
片，原料采自生长在海拔1900米原始
生态环境中的300年古茶树，冲泡得当
会有沁人心脾的兰花香。

现场压茶对勐库戎氏来说更是堪
称“保留节目”，几乎每届普洱茶河南品
鉴展示会上都有勐库戎氏的现场压制
茶，不仅品质上佳，还有纪念收藏意义，
总是早早被抢订一空。勐库戎氏驻郑
州办事处主任冯坤福介绍，今年现场压
制的普洱茶有饼也有砖，将以今年的新
茶为原料，数量有限，感兴趣的茶友不
要错过。

普洱茶的全手工石磨压制，从称
茶、蒸茶、揉制、压制、晾干到最后包装，
每一步都包含着普洱茶人代代传承的
智慧结晶。即使不买茶，去现场“围观”
一下也是分分钟“涨姿势”。据说压制
现场还将有布朗族、拉祜族、佤族、傣族
等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蹈表演，茶友们
一饱眼福的机会到了！

除了现场压制，还有许多主题活动
等你来。具体内容，请持续关注每周二
大河收藏，或关注“大河报大河收藏”微
信公众号，第一时间get最新信息！

□记者 王惟一

河南省第七届养壶大赛目前正处在选壶阶段，前两轮投票也吸引了
许多壶友踊跃参与。上期，“85后小鲜肉”、“方器小王子”周超闪亮登
场，带来4款各具特色的方器。短短几天时间内，约600位壶友通过微
信公众号、短信、电话等方式进行投票，最终，“六方石瓢壶”以80%票数
的绝对压倒性优势脱颖而出，成功当选为本届参赛壶。

两位年轻的紫砂新秀轮番亮相后，第三轮出场的又会是谁呢？接
着往下看，有惊喜等着你！

核心提示 | 8月6日下午，郑州国香茶城二楼多功能厅，一排3公斤的“高山寿
眉”大茶饼以清新的笑靥迎接着四五十位特邀品鉴嘉宾的到来——祥源2016
高山寿眉首品会在这里低调举办。祥源茶负责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3公斤大
茶饼原本为首品会展示样品，没想到，一经公布，茶友们纷纷要求预订，热情出
乎预料。”茶企抢占先机，茶客热情关注，这是否预示着今年郑州白茶市场将进
一步持续升温？祥源茶河南首品会是参加9月下旬国香茶城“河南第二届白茶
会”的预演，此举，也正式拉开了今秋国内白茶大佬们抢滩中原市场的大幕。

□记者 王惟一
（图片由麦芒视觉提供）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
汉女，一年一度的相逢，
佳期如梦。

8月6日下午，在传
统七夕佳节即将到来之
际，一场“七夕会盟”在郑
州艺茂国际仓浪漫上演。

情侣茶清冽甘甜，情
侣杯双双对对，茶仙子衣
袂飘飘，古琴曲悠悠扬扬
……这个七夕，折枝玫瑰
写封信寄给旧时分，一盏
清茶一对杯送给梦里人。

市场热了，白茶火了，品牌多了，茶客
们茶选谁家？这是茶客的选择题，更是茶
企的必答题。品质保证这类标准就像人
要吃饭睡觉一样，太平常。另辟蹊径、剑
走偏锋，也许才能别有洞天，顿见花开。

茶企们在行动。细心观察，就会有所
感悟。比如，祥源茶去年推出的口号是

“高山寿眉”，今年推出的口号加上两字
“政和高山寿眉”。

寿眉，形不如银针，味不如牡丹，但更
适合长期存储似乎业界已经有了共识。
高山，标示的是一种海拔的高度，虽然高
海拔并不是好茶的唯一标准，但“好茶出
在高山上”却是真理。标注了高山，实际
上就是为茶品标注了一种格调和情怀。

那么，政和又是一种什么概念？过
去，白茶和福鼎基本上是一个名词，统称
福鼎白茶。如今，以地域重新为白茶命
名，是谋求发展，还是独具慧眼的市场布
局？

作为国内知名茶学专家，吴锡端先生
对“政和”这一概念颇有见地：“认识政和
白茶，是缘于过去在香港收藏的一款政和
老白茶。这款老白茶在岁月中优雅转化，

沉淀下来的药香优良，韵味独特，特质突
出，让人一喝忘不掉。而后，便有了他对
政和的研究和探索。政和县群山环抱，生
态丰富。白茶产区海拔在200米到800
米之间，著名茶树品种有政和大白茶和福
安大白茶等。其实，政和产茶历史悠久，
宋代，政和已成为重要的北苑贡茶主产
区，生产的银针茶备受推崇，被文人誉为

‘北苑灵芽天下精’。宋徽宗政和五年（公
元1115年），当时的关隶县因进献贡茶银
针，徽宗将其年号‘政和’赐为县名。打出
政和这个概念，是‘正宗原产地，核心小产
区’的品牌宣言，也是预见未来、抢占先机
的市场布局。”

据了解，除去地域、海拔的概念，水仙
白、野放白茶等品种概念也正在悄然兴
起。花香馥郁、内质丰富，口感独特，这些
口感标准的发布和建立，谁占先机，谁主
沉浮，显然，未来白茶市场的品位和格局
划分正在进行中。

概念能否成为永恒？品种能否成为
经典？让我们和岁月一起等待。如登高
山，如沐清风。白茶，但愿你值得期许，值
得收藏，不要辜负了茶客与时光。

记得2012年7月，记者曾以《茶圈新
势力 白茶也要做古董》为题，预报国内白
茶市场的启动。其时，北京、上海、广州一
线茶市白茶开始“发烧”，也有了一饼20
年老白茶拍出十七八万的纪录，但是，在
河南，广大茶客还全身心扑在对普洱的热
爱上，对来自福建的白茶几乎还没有什么
认识，将福鼎白茶混同于安吉白茶的大有
人在。运气好了，十年白茶几百元一斤淘
到手也是有的。当时，那种隐约的药香还
不被大多数河南茶客了解和接受。

如同时尚流行，郑州这座城市在永远
慢半拍之后，一旦爆发却势不可当。短短
几年时间，白茶铺天盖地而来，大大小小
茶店无白茶不欢，成为继普洱茶之后普及
市场的一个品种，且有持续升温的态势。

祥源茶副总经理吴锡端告诉记者，
2015年10月，在国香茶城举办的“河南省

首届白茶会”上，祥源首次推出“高山寿
眉”投放河南市场，本是试水之作，但市场
反响却出奇地好，河南茶友很专业，不仅
懂得品鉴，还要比较研究，河南白茶市场
已经成熟，除去上海、北京，就数郑州的白
茶市场最热。这样的茶客、这样的市场，
正是大品牌所看重和追逐的目标。

处在市场一线，最有市场感知。河南
省茶业商会会长、国香茶城董事长姬霞敏
对河南的白茶市场也颇有感触：“去年在
国香茶城举办了首届河南白茶会，不仅国
内一线诸如品品香、方守龙、裕荣香、传承
等大品牌来了，祥源茶这样的茶界黑马来
了，就连从不下山的方家山专业合作社的
茶农也来了。作为中部重镇，河南市场的
吸引力自不待言。今年，河南第二届白茶
会9月下旬即将举办，届时，将有一番盛
况等待茶友来品评。”

高山寿眉拉开今秋品牌抢滩大幕——

白茶，但愿你莫辜负了茶客与时光

河南省第七届养壶大赛选壶进行中——

“蒋村长”首秀，为自己代言
参与投票，还有机会免费获得紫砂干泡台！

蒋村长首秀，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呢？快来看看本期的4款壶型吧——

首先隆重推出的是一款由本届养壶大赛
技术顾问李木田老师亲自操刀设计的“圆融
壶”，400cc，老段泥。李木田是台北历史博物
馆古陶修复专家、紫砂修复专家，同时也擅长
紫砂壶的设计，他原创设计的壶型使用感极
佳，无论持握的角度还是出水的流畅度都堪称
一流，外观也在市场上独一无二哦！这款圆融
壶十分别致，圆润的壶身上，在完美的“黄金分
割”处有几条细细的装饰线条；壶底小小的足，
与圆滚滚的壶身搭配甚是可爱；壶把、壶嘴的
设计充分考虑了使用感，用起来非常舒适流
畅。泥料则是蒋村长特意找来的上世纪80年
代的老段泥，质感古朴，韵味十足，泡养后一定
会更加出彩！

第二把是葫芦壶，300cc，青段泥。整体造
型像一只可爱的葫芦，淡淡的青色段泥很接近
青葫芦的颜色，非常养眼。壶盖还别出心裁地
采用了紫砂绞泥工艺，紫、黄、绿相间的色彩让
这只“葫芦”不再单调，赏心悦目。

第三把是莲子壶，300cc，紫泥。作为一款
经典传统器型，它看似简约朴素，却很能体现
制作者纯熟深厚的技艺。这款莲子壶的壶身
还有菊花刻绘，颇有“人淡如菊”的韵味。

第四把是鼓腹圆珠壶，350cc，老拼紫泥。
同样作为经典器型，它造型沉稳大气，线面圆
润，交接清晰；老拼紫泥的泥料，也容易养出效
果。

“蒋村长”推出的首款紫砂壶将会是哪款，
就等你来决定了！同时，蒋村长还有福利送给
你——本届养壶大赛选壶阶段共有4期投票，
本次是第3期；如果连续4期参与投票，就可凭
投票记录到紫砂村免费领取一个紫砂干泡
台！前两期坚持投票的朋友，这期也不要错过
哦，以下三种投票方式任你选：

一、大河报大河收藏微信平台；
二、蒋村长手机短信：15036015619；
三、大河收藏壶友群，群号：242727954。

本期的4款紫砂壶来头可不小，它
的底款不是某位工艺师的名字，而是

“蒋村长”三个字。
说起蒋村长，养壶大赛的壶友们可

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来自宜兴丁蜀
镇的蒋卫东，2007年来到郑州，成为刚
刚试营业的国香茶城的第一家商户；从
最初的冷清，到如今的火热，他是中原
紫砂市场兴起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河南省紫砂艺术节、河南省养壶大
赛……这些中原紫砂标志性事件，蒋卫
东都是首倡者及主推者之一。他为宜
兴与郑州两地牵起了红线，让中原茶客
接触和了解紫砂文化，也让宜兴工艺师
看到了中原的巨大市场。紫砂壶在中原
由不为人识到藏者云集，他功不可没。

如今，紫砂村“村长”蒋卫东已拥有

一大批忠实粉丝，“蒋村长”也成了一张
闪亮的名片。用“蒋村长”的名字做出
一个品牌，是蒋卫东思考和准备了很久
的一件事：“紫砂壶本来只是一个喝茶
的工具，而现在很多壶友似乎走进了误
区，一味追求职称、名头，而不考虑是否
真正适合自己。我希望用自己的经验，
为大家定制一批好用、好看、性价比高
的壶，这是我最简单也最真诚的愿望。
我是蒋村长，我为自己代言！”

“蒋村长”金字招牌首次亮相，蒋卫
东自然不会拿自己的声誉开玩笑，一定
要精挑细选、精益求精，对设计、泥料、
做工都有极高的要求。前段时间，蒋卫
东专程回宜兴认真考察，敲定壶型、寻
找高水平的紫砂工作室、甄选压箱底的
好泥料……也是蛮拼的！

“2016普洱茶·河南品鉴展示会”
与你相约9月
“现场压制普洱茶”
等你来体验！

七夕会盟，遇见“情侣茶”——

一封信寄给旧时分，一盏茶送与梦里人
七夕会盟，除了品茶，还有丰富多彩的活

动。场地中间，琴师在蒲团上坐下，轻抚琴弦，
一曲《凤求凰》静静讲述着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
爱情故事；香道师用行云流水般的动作，一一展
示了香道程序，让人们在久违的仪式感中追慕
传统，颐养身心；陈氏太极拳表演刚柔相济，急
缓相间，蕴含着古老的东方哲学理念……

游戏互动环节，几位年轻人上台，大声唱出
包含“爱”字的歌：爱你一万年、爱我别走、爱如
潮水、让我一次爱个够、对你爱爱爱不完……现
场瞬间被欢笑和掌声填满。

活动的尾声，一位美女用清灵的歌声为这
场“七夕会盟”画上了点睛之笔：“一弹戏牡丹，
一挥万重山，一横长城长，一竖字铿锵，一画蝶
成双，一撇鹊桥上，一勾游江南，一点茉莉香。
洒下床前明月光，上下千年一梦长，古今如一龙
凤凰，黑眼黑发真善良。宫商角徵羽，琴棋书画
唱，孔雀东南飞，织女会牛郎……”

下午4点，“七夕会盟”正式开始。青年茶生活运
动中心秘书长冯晨首先向大家讲解了茶与七夕、与爱
情的渊源——

原来，古时传统婚俗中，聘礼必须有茶叶。汉族民
俗中把女子受聘叫“受茶”，聘礼也称为“茶礼”；在婚礼
上，也有“奉茶”“交杯茶”等仪式。

为什么选择茶呢？古人有云，“种茶下子，不可移
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
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茶树移植后往往不能生长，
因此成为坚贞不移的象征。

文成公主入藏时，嫁妆中便有茶叶。《红楼梦》里，
王熙凤也曾对林黛玉打趣道：“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
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茶与婚嫁密不可分。

茶不移本，可示爱情坚贞不移；茶性纯洁，象征爱
情冰清玉洁；茶树多籽，预示子孙绵延繁盛……由于茶
的这些特点与婚姻爱情的特质天然契合，千百年来，茶
在婚俗中担当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让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是青年茶生活运动中
心一直秉持的理念，冯晨倡议，情侣们可以在七夕通过
互送情侣茶、情侣杯等方式，让七夕更多元、更文艺。

8月6日下午的艺茂仓格外热闹，古色古香的广
场上，20多张精心布置的茶桌围成一圈：清雅的汝瓷
配上小小的玉兰花，古朴的陶器配一枝芦苇，绘着蝴
蝶与花朵的茶器与茶艺师头上的花环相映成趣……
茶人们也都穿着古风衣裳，仙气缭绕，夺人眼球。

茶席上，还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情侣茶”：一粉一
蓝、分别写着“茶颜”和“茶语”的大红袍；“红宝石”和

“绿宝石”的红绿配；浪漫的法兰西玫瑰花茶……
其中，一套手绘的“七月初七”系列情侣茶十分用

心，一蓝一粉两枝花的包装盒里，是简约的袋泡茶，每
个袋子上都用毛笔手写出“七月”“初七”的字样。每

盒茶里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封毛笔手写
的“情书”：“无论南山南，无论北海北，只要我还看得
见，只要你还在。”在互联网的时代，你是否早就忘记
了纸与笔的那份真挚？这封情书既有古意，又有现代
民谣的味道，正展示了年轻人对爱情的态度。

本次活动由大河报大河收藏文创事业部、中原手
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郑州艺茂仓主办，青年茶生活
运动中心承办，以茶为媒，以情为线，让传统文化走进
年轻人的生活，让这个七夕有TA为伴、有茶相随。

当玫瑰巧克力都显得俗套，让我们一起以茶的名
义，过一个不一样的七夕吧！

□记者 宋璟瑶

河南白茶
——慢热启动，热度飙升

高山清风
——是格调还是布局？

“蒋村长”为自己代言

4款壶型等你来选

养壶指南
●赛事地点：
郑州国香茶城F区89号紫砂村
●咨询热线：
15036015619
●大河收藏微信小秘书：
dahejianbao999

现场 一杯情侣茶，找回真挚初心

文化 茶自古就是爱情信物

活动

古琴、香道、太极与歌声

记者访茶

上届普洱品鉴会资料图片

圆融壶

七夕会盟现场

鼓腹圆珠壶 莲子壶 葫芦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