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大河 宝箱

□记者 王珂 文图

秋风凉，杯中的茶该换换样了吧？机会来了
——9月24日本周六，2016河南省第二届白茶会
将在郑州国香茶城隆重拉开序幕，来自白茶原产地
的近30家品牌茶企集体亮相，众多茶界大咖莅临
现场，耍的就是大牌！

本届白茶会由河南省茶文化研究会、河南省茶
叶商会和中国好茶联盟联合主办，为期三天，至26
日结束。

□记者 王惟一 张弋

秋高气爽时节，清新的茉莉花茶经过伏天的窨制，新鲜上市。本期藏宝箱，就
有精品茉莉花茶等你来抢！除此之外，还有历史厚重的中茶“印级茶”、令人心仪的
柴烧黑釉茶盏等宝贝，品茗赏美物，正是时候，打开藏宝箱，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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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收藏》邮箱：大河收藏@qq.com

大河收藏 时间：10月9日上午9：30～11：30 下午1：00～3：00
地点：河南省陶瓷文化研究会
（农业路与天明路交会处向西100米路南，省食品研究所院内）
大河收藏小秘书：dahejianbao999
鉴宝热线：1853009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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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河南省第二届白茶会即将启幕

本周末，
国香茶城“耍大牌”

还记得去年河南省首届白茶会上的慈善捐助
活动吗？今年，方守龙有机白茶将继续举行助学
捐助爱心公益活动，资助4名大学生从大二到大
四就学期间的学费。

此外，品品香掌门人、福鼎白茶制作技艺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林振传先生，也将在白茶会期

间向郑州市社会福利院赠送晒白金老白茶200
份，让福利院老人喝上高品质白茶。

作为媒体界的资深“茶客”，大河收藏将拿出
100份神秘礼物，在现场扫描大河收藏二维码即
可免费领取，不要错过哦！

作为本届白茶会主办方之一，中国好茶联
盟特别组织了上千份白茶礼品，免费派送给茶
友。其中既有今年新茶祥源·高山寿眉试饮
装，也有2013年的大沁白茶·沁珍寿眉饼（100
克/饼）、六妙白茶·米兰世博会纪念茶饼（130
克/饼），还有暂时保密的品品香白茶，赶紧扫
右边的二维码参与吧！

白送！上千份白茶免费送

既是“耍大牌”，自然得要够分量。“一是大品
牌，一是‘大人物’。”河南省茶叶商会会长、国香茶
城董事长姬霞敏告诉记者，方守龙有机白茶、祥源
茶、品品香、六妙白茶、中茶蝴蝶老树白茶、元典茶
園、大沁白茶、广林福白茶、品农白茶、星田茶业、
顺茗道白茶、享尔白茶、一叶九鼎、东南白茶、陈府
白茶、大洋山伴山溪、西洋茶业、老器恒生、观朴茶
业等来自白茶原产地的近30家品牌茶企及国内
一线品牌茶企将在白茶会亮相，水准相当整齐。

品茶买茶是一方面，白茶会还邀请到国内几

位一线大咖——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福鼎白茶手
工制作唯一传承人梅相靖，福鼎白茶制作技艺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林振传，国内著名茶叶专家、祥源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吴锡端，资深茶人方守龙，资深茶叶
专家、祥源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志明，福
建茶叶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危赛明等，个
个声名在外，如雷贯耳。白茶粉们不仅可以现场
面对面咨询大咖问题，解疑释惑，寻到机会还可以
与大咖合影，求签名哦！

光想喝，没钱买咋办？好办——白茶会誓把
大牌进行到底，不买也能免费喝。展会期间，各家
茶企准备了好茶品鉴、老茶品鉴，一场接一场的品
鉴会，享不完的口福呢！

虽然历史悠久，但白茶在市场上还是新面孔，
真正的老白茶市面上更是存量很少。都知道白茶

“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可真正品过“宝”的茶
客并不多。本届白茶会上，中国好茶联盟特意拿
出了年份分别为10年、18年和40年的老寿眉，举
办老白茶品鉴会，连续三天，每天下午各一场，一
同来感受白茶里的时光滋味。

37号藏宝箱开启——

厚重印级茶 黑釉美茶器

本期寻宝环节的奖品：
1.由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张运增友

情提供的全手工钧瓷茶盏，釉色美丽，
造型雅致。

2.勐库戎氏茶业友情提供的100克
盒装5年陈“木叶醇熟普”，汤色酒红，纯
净透亮，口感醇厚，柔滑。这种盒装小
茶砖被压制成便于品饮的似巧克力一
样的块状，掰开是仅有指肚大的小茶

砖，特别适合办公、旅行品饮。参加寻
宝就有机会免费品饮哦！

关注“大河报大河收藏”微信公众
号的相关推送，根据游戏规则回答问
题，就有机会免费获得哦！

本期问题：2016河南省第二届白茶
会将于何日在何地举办？

本期奖品由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
张运增、勐库戎氏茶业提供。

1951年，新中国第一个茶叶商标
“中茶”牌诞生。随后，中茶陆续推出了
红印、绿印、蓝印、黄印等经典产品，经
过时光的变迁和岁月的沉淀，这些印级
茶凭借优异的品质，已成为普洱茶爱好
者心中不可逾越的神话。

近些年，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印级茶”，令许多茶友感到迷惑。今年
正值“中茶”牌商标注册65周年，中茶总
公司——中国茶叶有限公司为了规范
市场，避免消费者混淆，推出了“印”系
列普洱茶产品。红、黄、蓝、绿四款产
品，精选优质原料，完美复原中茶印的
传统配方。

几个月前，中茶“红印”在济南首
发，引发了市场的热烈追捧，目前已是
断货状态，一饼难求。9月24日下午，
中茶黄印、绿印、蓝印即将在郑州艺茂
国际仓首发，这三款印级茶也将在大河
收藏藏宝箱分3期进行秒杀，本期先秒
杀“黄印”，限量5饼，不容错过！

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中茶“黄

印圆茶”诞生了。这种黄印圆茶产品数
量不多，饼身有大小两种，即“大黄印”、

“小黄印”。黄印圆茶的茶青经过配方
拼堆，以中壮茶叶为主，加以嫩芽，是现
在普洱拼配茶品的开端始祖。

黄印圆茶茶饼有很多毫头，这些毫
头经过陈化后转变为金黄色，所以黄印
圆茶茶饼比一般普洱茶饼来得偏黄，故
以黄色茶字代表之。这款茶水性柔和、
味道甘甜、喉润生津，茶气强烈，非常适
合品饮和收藏转化。

温馨提示：
9 月 24 日下午 3 点，黄印即将在郑

州艺茂国际仓首发。本期藏宝箱秒杀
到“黄印”的茶友们，需要等待一段时
间，到24日首发式后才能发货哦！

此外，去参加首发活动还有惊喜福
利——前100 名茶友，持本页大河报并
扫码关注“大河报大河收藏”微信公众
号，即可在首发现场领取中茶世界茶园
普洱茶书茶砖一块！

秒杀一：《心即是佛》卡纸泥金团扇
片，直径 33cm，上书白居易诗句——

“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
扇片中央以朱砂绘出老僧人模样，上书

“心即是佛”。整个扇片内容布局规整
大方，收藏回家加以装裱做成镜框摆在
桌案，也是极好的。

于建华（1962－ ）法名智凯居士，
别署不歌楼、闻乐不乐斋。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大河鉴宝书画鉴定专家、中
原印社副社长。

秒杀二：“粒粒香·宁凰”茉莉花茶，
净含量250g。花茶是集茶味之美、鲜
花之香于一体的茶中珍品，茉莉花茶在
各种花草茶中，香气最为醇厚，是秋季
饮茶之上品。喝花茶可以解除食物的
油腻，让人感到更加清爽。对女性来
说，秋季当首选茉莉花茶，秋天人容易
乏累，此时若沏上一杯浓郁芬芳、清香
爽口的花茶，可以提神醒脑，清除睡

意。茉莉花茶是绿茶经过多次用茉莉
花鲜花窨制加工而成，既具茶的功效，
也得花的药理。这款茉莉花茶打开包
装未等冲泡，就散发出浓郁迷人的茉莉
花香，实为佳品，只有5份，先到先得哦！

秒杀三：纯手工钧窑柴烧黑釉茶盏
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张运增的柴

烧作品一直以来都是藏宝箱栏目的热
门，很受茶友们的喜爱，包括很多外省
的藏友呢。本期藏宝箱，我们又放入了
一款他的作品——一个拙朴大气的全
手工柴烧黑釉茶杯。刚一看到实物，记
者就被它那拙朴、沉稳的气质所震撼
——它内部施以黑釉，深邃而宁静；外
壁却有着大地一般的釉色，给人一种

“安全感”，这个茶杯直径 7.5cm，高
5.5cm，口大肚圆，刚好适合成年人的
手，手感很好。如果您是爱茶之人，这
样的美器千万不可错过哦！

艺术市集放漏！

金代小茶瓯 民国胭脂红

大牌！大品牌，“大人物”

白喝！品鉴会一场又一场

公益，满满正能量有木有？

□记者 张弋

本期艺术市集新到了不少
宝贝，有的冰晶闪耀、绚烂夺目，
有的温润细腻，贵气十足，还有
的兼具美观与实用，你HOLD
得住吗？

【本期宝贝】
金代白釉小茶瓯
这件金代白釉小茶瓯，为段

店 窑 所 出 。 直 径 7cm，高
3.6cm，品相完好，釉色均匀且
古朴大方。茶瓯是唐代最典型
的茶具之一，至宋代时，发展成
为饮酒斗茶的一种标志性日用
茶具。如您是高古瓷爱好者，这
件白釉小茶瓯可是太值得入手
了，不仅物美价廉，而且其中蕴
含的历史文化价值更是远远超
过了其本身价值，值得收藏。

纯天然巴西碧玺项坠
这件纯天然巴西碧玺项坠，

尺寸3.3cm×2cm×0.5cm，其
色彩明艳，四周以水钻点缀，镶
嵌于彩银之上，更显得光耀可
人。世界上碧玺产地很多，而巴
西碧玺是品质最好的，不仅质地
好，而且几乎包含了碧玺的所有
颜色，碧玺不仅现代人喜爱，古
人也颇为青睐，碧玺一词最早出
现于清代，传碧玺特别受慈禧的
喜爱，而且是一品和二品官员的
顶戴花翎的材料之一，因此在清
末，碧玺在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重视。我就问你，慈禧的眼光
能差吗？少女戴，萌翻众人；御
姐戴，贵气逼人，你懂的。

白玉翎管挂饰
这件白玉翎管挂饰为仿清

代件。高3.9cm，直径0.8cm，重
约6.6克（带绳），从玉质上来讲，
这件白玉翎管质地温润，无瑕
疵，做工精细，四周呈棱柱状，中
空，用绳穿过就是一串美丽的项
饰。所谓翎管，在清代官员帽子
顶珠之下有一支两寸长短的翎
管，多用玉、翠、珐琅或花瓷制
成，用以安插翎羽。按清律例，
文官至一品镇国公、辅国公须用
翠玉翎管；武官至一品镇国将
军、辅国将军须用白玉翎管。故
在清代，佩戴翡翠翎管和白玉翎
管常为一品文武高官的象征。

民国胭脂红小茶杯
这套民国胭脂红小茶杯为

8个，其中一个底有小崩，白瓷
上缀着以胭脂红色的山水，别有
一番情趣。而且颇为实用，现在
生活也能用哦。

清代 裕民通宝
直径2.7cm，厚0.13cm，重

4.37g。与历史上正常王朝更替
所铸造的钱币不同，裕民通宝出
自清初靖南王耿精忠叛据闽中
时所铸，因铸造量较少，值得收
藏。

辽代 清宁通宝
这 件 清 宁 通 宝 ，直 径

2.47cm，厚 0.13cm，重 3.43g。
清宁通宝为辽国道宗皇帝耶律
洪基清宁年间所铸，钱文“清宁
通宝”为楷书，唯“宝”字尚留隶
韵，旋读，光背无文。此钱仅在
北地流通，今已少见。

田能村直入《墨竹图》
《墨竹图》116cm×39cm，

水墨纸本，日本原装旧裱立轴。
这幅《墨竹图》竹干清奇素雅，竹
叶错落有致，颇显作者功底。

田能村直入（1814－1907）
原名田痴，幼名松太、竹田花竹
幽窓主人，俗称小虎，别号直入
山樵，直入山人、竹翁、布袋庵、
无声诗客等。日本明治时期著
名绘画大师，画家田能村竹田的
养继子。

高峻《花鸟图》
136cm×33cm，设色纸本

立轴。在画面中，朵朵菊花开得
错落有致，生机盎然；一只大鸟
栖于嶙峋的怪石上，表情似乎很
忧郁……它在想什么呢？

高峻字尚之，号雪涛阁主。
江苏川沙人，居上海。王一亭入
室弟子，工人物、花鸟、山水，笔
墨洒脱。曾任上海新华艺专、上
海美专教授。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宝贝，那
就快关注“大河报大河收藏”微
信公众号，进入“艺术市集”收藏
它们吧！

注：大河报大河收藏“艺术
市集”以推广收藏文化为宗旨，
上架藏品全部经大河收藏专家
团队鉴定把关，保真。

【私人订制】

为了更好地推广收藏文化，更好地服务广大收藏爱好者，即日起，大河收
藏推出“私人订制”服务，您只需告诉我们需求，我们帮您来寻宝！我们拥有
河南省内最权威的鉴定团队，专家团涵盖了陶瓷、钱币、青铜器、书画、玉器、
杂项等多种收藏门类，“老司机”们组团带你飞，从此告别“交学费”。

您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大河报大河收藏”后台留言或拨打“私人订
制”热线18530097750告诉记者您的需求，我们将尽全力为您服务。

【本期秒杀】

“中茶印”惊艳回归

【本期寻宝】

【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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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翎管挂饰

高峻《花鸟图》

清代裕民通宝

辽代清宁通宝

卡纸泥金团扇片 “粒粒香·宁凰”茉莉花茶 钧窑柴烧黑釉茶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