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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后设计者汝瓷再体验
——第三届“玉松杯”汝瓷茶器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好

茶 品鉴

大气之香——

2002 景迈大树糯米香
□特约撰稿 刘芳溪

转眼就到了霜降时节，白居易诗：
“醉貌如霜叶，虽红不
是春。
”空气里流霜却不觉飞，到了清晨，晓陌飞霜定，霜枝冷
如玉。这个时节，草木零落，众物伏蛰，阴气将旺。最宜减苦
增甘，补肝益肾，助脾胃，养元和，能来一杯令人心生暖意的
熟普自是再好不过了。

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理事长张玉骉（右二）、
河南工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王庆斌（右三）及师生们与茶艺师现场交流

□记者 张弋 文图

核心提示 | 9 月 21 日，在中国汝瓷之乡汝州，由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河南工业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大河报大河收藏文创事业部主办，汝州市玉松汝瓷有限公司、河南省中原手造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第三届“玉松杯”汝瓷茶器设计大赛正式启幕，一群来自河南工业大
学设计艺术学院的“95 后”小鲜肉们聚在一起闻香、品茗、赏瓷，切身体验一场“青绿流觞”青年
茶生活。这些未来的设计师纷纷向记者表示，亲身体验“茶生活”，对于未来进行茶具的设计极
有助益，这次活动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不虚此行！

【现场】 茶事初体验 分分钟涨姿势
来到汝瓷原产地，自然要领
略最地道的汝瓷。在玉松汝瓷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引导下，同学
们近距离观摩汝瓷制作的整个
工艺流程，一把不起眼的泥土，
经过十几道工序，最终脱胎而
出，华丽变身美腻的汝瓷器皿，
让同学们惊叹不已。
玉松汝瓷的展示大厅中，月
白、天青、粉青、豆青……各种温
润如玉的汝瓷器具被摆在展架
上，看得人眼晕，上手摸摸，
“手
感像玉一样，好滑爽！”
“ 这种器
型特别好看，当花插最棒了！”才
一会儿的工夫，这帮年轻人就成
了汝瓷的“迷妹迷弟”，一发不可

收拾。
简短的开幕式过后，河南省
工艺美术大师、玉松汝瓷总经理
李晓涓拿出了往届汝瓷茶具设
计大赛同学们设计的参赛壶，跟
现场的同学们讲解每件作品的
设计理念及实际使用效果，李晓
涓告诉大家，设计来源于生活，
如果脱离实际使用，那么设计出
来的壶只能看，不能用，失去了
意义。
李晓涓告诉记者，与河南工
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合作的“玉
松杯”汝瓷茶具设计大赛举办到
第三届，也是个摸索的过程。之
前当然设计过失败的作品，譬如

只是考虑了线条是否优美，造型
是否大方，却忽略了实用性。说
着她便拿出了一款龙型香插
——这个头儿，算得上香插界的
巨无霸了！单看造型还挺好，可
放在茶台上就显得特别突兀，比
壶还大，这就喧宾夺主了。再细
看，插香的孔是堵死的，很容易
把香断在里面。
在现场，香道师、茶艺师的
精彩表演也引来了同学们的围
观，不少同学都是第一次接触
香、茶，围着茶艺师、香道师问个
不停，尤其是她们对于茶具香具
的体验，更是未来设计作品的一
手参考素材。

众所周知，普洱熟茶需要
经过渥堆发酵等工艺制成，所
以大部分茶商在制作熟茶之
际，在原料的选择上一般不会
那么考究。而今天我有幸品饮
到的这款昌泽 2002 景迈大树
砖因其原料全部选用了景迈古
茶园中的大树茶茶青，所以在
历经十几年的陈化期后，滋味
十分令人期待。
大大的盖碗，投放 8 克的
量，洗茶之后，第一泡，比想象
之中出汤的时间要久，分倒杯
中，茶香隐隐飘出。十五年的
时光浓缩盏中，忙不迭地喝上
一口，咦？浓浓的糯米香蒸腾
着扑面而来，印象中老熟茶应
该出现的霉味丝毫未现，口腔
中满溢着幸福的糯米甜香！
再冲泡，茶汤的颜色让人
惊艳，是那种明丽的血珀色，在
玻璃公道杯中泛出一圈细微泡
沫。晃一晃，像是上好的葡萄
酒挂杯的模样，茶油在茶汤中
荡 漾 开 来、悠 然 起 舞 ，茶 汤 黏
稠，油亮，特别有凝聚感。入口
滋味强烈，霸道茶气回荡口腔，
茶汤滑润，回甘迅猛，闻杯底，

留香强烈。
普洱茶，最令人为之着迷
的核心之一就是时间，时间的
概念让普洱茶由“生”变“熟”，
由“普通”变“独特”，每一片经
过了时间验证的普洱茶都会有
着自己与众不同的鲜活特性，
从味觉、嗅觉到视觉给予珍藏
它的人多元化的体悟以及最好
的馈赠。
三壶水过后，被冲泡了十
五六泡的茶汤，再品，是一种冰
糖般的甜，这样的甜，给予味蕾
的是一种享受。甜来自何处？
听解说，原来，是大树茶里植物
焦糖的转化在起作用。这是植
物增强自身免疫功能而产生的
一 种 糖 分 ，海 拔 越 高 ，糖 分 越
多，由此可见这款昌泽 2002 景
迈大树砖的选料考究至极。
时光带走了苦涩，却没忘
了给它留下几百年古树的魂
魄，我更喜爱这平和朴实、内蕴
深 厚、与 世 无 争 的 大 气 之 香 。
精选的茶青，完美的储存，加上
一段无可复制的长长岁月，才
是这普洱茶的真味之道吧。

【观点】 落地才是好设计
对于高校设计专业的学生
们来说，虽然缺乏实战经验，但
最不缺的就是源源不断的创意；
而企业方面，具备一切的生产条
件，却比较难突破传统器型的桎
梏，缺少先进的设计理念。二者
强强联合，方能走出一片天地，
“玉松杯”汝瓷茶具设计大赛便
是一个很好的契合点。
汝瓷茶具设计大赛的发起
人之一、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
会理事长张玉骉告诉记者，往届
设计大赛设计的都是茶壶，而第

三届设计大赛进行了拓展，设计
作品主题是“我的茶器”。茶器
包含了很多器物，已不单单局限
于茶壶的设计。
河南工业大学设计艺术学
院院长王庆斌表示，在汝瓷中加
入当代时尚设计，并且发挥汝瓷
自身工艺的特点，这一点尤为重
要。当生活用具加入了现代时
尚设计，可以使生活用具更具有
文化气息，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
转型升级，直接带来经济效益，
扩大受众。

往届“玉松杯”获奖作品已经投放市场，成为茶席上一道风景

曾参加过前两届“玉松杯”
汝瓷茶具设计大赛，如今已是大
四学生的赵鑫对记者说，经过前
两届大赛的洗涤，他有了更多的
实战经验。以前的想法总是天
马行空的，想到哪就去设计，什
么材料都往里加，甚至还设计出
金属陶瓷壶，结果因实际工艺无
法达到而泡汤。如今，他更注重
设计与生活的结合，争取每一件
设计产品都能落地，
“ 落地的才
是好设计，这应当是衡量作品的
一个指标”。

【战略联盟】

天天好茶 时时润心
昌泽茶庄园
昌泽茶业始于 2003 年，
秉着“藏得价值，喝出健康”
的产品定位，扎根“普洱茶之
乡”西双版纳勐海茶区，先后
承接景迈、布朗茶山茶源区
5000 亩，古树 8000 多株；南
糯山茶源区 2000 多亩；并在
素有“万亩古茶园”的景迈
山营建
“昌泽茶庄园基地”。
昌泽茶业历十三载积
蕴，自 2015 年起营建茶庄园
模式，并诚邀茶界泰斗余正
才老先生，坐镇昌泽，担任厂
长和技术总工程师，
从鲜叶甄
选、茶料拼配到成品出厂等制
茶流程，余老层层把关，严控
品质，
助昌泽茶业的出品更上
层楼。

2015 年昌泽挺进中原，
并以此为枢纽中心，造福全
国爱茶人。2016 年 7 月昌泽
正式与大河报签订战略协
议，强强联手布局茶产业链，
以体验馆为基点，全面负责
所在省份的产品销售。
昌泽茶庄园现拥有200多
家实体连锁店面，
40余家专营
店，
研发、
经营多达400余款茶
品，
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品饮
需求。
位于郑州核心商圈龙湖
一号的昌泽茶庄园体验馆新
址，目前正在筹措装修，预计
2016年年底正式开业，
届时将
以昌泽茶山基地为根本，
整合
渠道资源，
构筑茶业交互大平
台，
面对全国31省铺开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