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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壶强势登陆第三届鹤壁文博会，反响强烈——

好壶联盟，一统江“壶”
□记者 王惟一

发源地值得发掘——

首届中原

禅茶文化研讨会

干货满满
□记者 王惟一

好壶联盟展位人流如织

在刚刚落幕的第三届中原
（鹤壁）文博会上，好壶联盟无
疑是一大亮点。
“文博会结束后，鹤壁那边
跟我们联系，中原壶壶仓还要
继续展出 10 个月，这几天已经
运了一部分展品过去，以后会
在那里持续展示和推广。”河南
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会长陈
柏伶告诉记者，好壶联盟在文
博会上首次集体亮相，收获了
巨大的反响，无论是相关领导、
行业人士还是普通观众，都对
中原壶赞赏有加，即使在展会
结束后还不断有人打电话咨询
和求购。
首次集体亮相，好壶联盟
攒足了劲儿，下足了功夫，展位
布 置 得 别 出 心 裁 ，十 分 醒 目 。
几 把 巨 大 的 钧 瓷、绞 胎 瓷“ 壶
王”坐镇四周，中间是一个圆柱
形“壶仓”，陈列着 20 余家“好
壶联盟”成员的作品，钧瓷、汝
瓷、官瓷、绞胎瓷、黑陶、贾湖
陶、天目釉、花瓷……吸引了许
多人围观拍照。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柴战
柱带着自己的绞胎瓷新品前来
参展，他告诉记者：
“ 现场来咨
询、拍照的人很多，他们看到绞
胎瓷很喜欢也很好奇，大部分
人 以 前 从 没 听 说 过 绞 胎 瓷 。”
河南瓷种丰富，品种齐全，知名
度却不高。柴战柱希望，通过
茶具等生活用瓷，把河南众多
窑口的特色宣传出去，提高中
原陶瓷的文化知名度；同时带
来经济效益，拉动一个大产业
的发展。
“鹤壁文博会是个很好的
平台，让绞胎瓷和河南其他优
秀瓷种有了一次推广的机会。
下一步，我建议好壶联盟可以
组团去北京、上海等地参展，在
更大范围内不断推广，造出声
势，打造品牌，让更多人了解和
喜爱中原壶。”
柴战柱说。
黑陶制壶代表汤丽对鹤壁
文博会上的亮相也十分满意：
“好壶联盟这次活动，对中原壶
品牌的提升起到了非常好的作
用，也让我对产业发展有了新
的思考。”汤丽希望大家可以联
手打造好壶联盟这个品牌，拿
出最好的产品，树立好口碑，并
加强推广，
“让社会了解和认识
我们，理解我们在做什么，我们
为什么这么做。”
在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
会会长张玉骉看来，中原壶第
一次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在文博

会上亮相，好壶联盟成员第一次
集 体 出 动 ，是 件 很 有 意 义 的 事 。
“一个个小展位、一把把小壶分开
展示，总显得有些单薄，而 20 多家
中原壶企业集中亮相，就有种震
撼的效果，让大家一下子看到河
南有这么多好壶品种，有这么多
大 师 在 做 壶 。”现 场 除 了 实 物 展
示，还有展板上的中原壶产业介
绍，对中原壶产业体系做了全方
位的梳理。
“有理论，有作品，有大
师，共同形成了一种‘势’，有力地
推动中原壶产业的发展。”

链接

什么是好壶联盟？
好壶联盟是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
会和大河报社共同发起成立的一个设计、
制作、传播中原壶技艺和文化的联盟组
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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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具体运作执
行。盟员由从事中原壶设计制作研究推
广以及其他代表性地域茶具设计制作的
行业品牌、领军人物等组成，希望通过联
盟形式，助推中原壶产业快速发展，让中
原壶成为河南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原阳县不动产首次登记公告
编号：
2016——0007
经初步审定，我中心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首次登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现予公告。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内（2016 年 11 月 9 日之前）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中心。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
不成立的，我中心将予以登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原阳县太行大道与郑滑线交叉口产业集聚区行政服务中
心五楼。
联系方式：0373-7523092
单位：
平方米
权利人

不动产
权利类型

不动产坐落

不动产
单元号

不动产
面积

用途

备注

河南省十月
家居有限公司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原阳县金祥
南街西侧

41072500
2007GB0
0021W00
000000

2702.14

工业用地

出让

河南省美景
家具有限公司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原阳县金祥
南街西侧

41072500
2007GB0
0022W00
000000

20000.32

工业用地

出让

河南省大自
然室鑫家具
有限公司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原阳县万象
路北侧

41072500
2007GB0
0019W00
000000

29924.71

工业用地

出让

河南省顶好
家居装饰有
限公司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原阳县万象
路北侧

41072500
2012GB00
001W0000
0000

33438.03

工业用地

出让

河南省谢氏
木森家具有
限公司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原阳县万象
路北侧

41072500
2007GB0
0020W00
000000

27199.73

工业用地

出让

河南龙杰办
公室家具有
限公司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原阳县万象
路北侧

41072500
2012GB00
002W000
00000

22852.11

工业用地

出让

河南省良辰
家具有限公司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原阳县金祥
南街西侧

41072500
2007GB0
0023W00
000000

20011.31

工业用地

出让

公告单位：原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6 年 10 月 25 日

10 月 20 日，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
会、河南省茶文化研究会、河南省茶叶商
会联合主办，河南省国香茶城承办的首届
中原禅茶文化研讨会在郑州举行，近百名
省内外禅茶大咖齐聚中原，共同探讨中原
禅茶文化的历史与未来。
谈及举办首届中原禅茶文化研讨会
的初衷，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禅茶研究
中心秘书长赵晔表示，近年来，禅茶文化
的研究风生水起，浙江早在 2008 年就举
办了首届禅茶文化论坛，而中原地区却还
没有类似的活动。
“我们很多专家都认为，
河南是最应该举办禅茶研讨会的地方，因
为它与禅茶有着很深的渊源：洛阳白马寺
是东汉前期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
座寺院，中国历史上译出的第一部佛教经
典《佛说四十二章经》诞生于洛阳；建于北
魏时期的登封少林寺是中国汉传佛教禅
宗祖庭，又是少林武术和禅茶文化的发源
地……有太多值得研究、发掘、梳理的东
西。”
其实，这也正是河南省茶文化研究会
与河南省茶叶商会一直以来的想法。河
南省茶叶商会会长姬霞敏告诉记者，
“中
原 禅 茶 研 讨 会 已 经 酝 酿 了 很 久 ，早 在
2007 年，河南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亢崇
仁发出了提议，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去年
才正式启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征文，并
把征集到的 40 篇高水平论文结集出版成
《中原禅茶》一书，从禅茶探究、茶人清源、
禅茶礼仪、禅茶文化、美学意境、茶事展望
等多个角度，就禅茶的形成发展、内涵特
点、礼仪清规、作用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研究和梳理。”
首届中原禅茶文化研讨会现场，来自
全国各地的顶级专家学者与高僧大德齐
聚一堂，为大家带来一场场精彩的主题演
讲。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副院长姚国
坤讲解了《荣西在中日禅茶文化交流史上
的作用与地位》；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
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
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丁以寿带来了《晋人
单道开茶禅事再辩》；浙江省文化艺术研
究院研究员、文化传承研究所所长鲍志成
探讨了《关于禅茶渊源的几个问题》；少林
文化学院教务长释延芷法师则以少林寺
的禅茶实践为案例，带来了《少林禅茶文
化调研》；
《中国茶叶》月刊主编、中国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黄飞的演讲题
目是《茶盛非关禅兴——<封演闻见记·饮
茶>》解读；中华茶道文化研究会会长、南
山流宗主马守仁带来《两宋禅宗寺丛林茶
汤煎点礼仪初探》；河南省佛教协会副会
长、安阳市佛教协会会长释昌明则为大家
分析了《佛教与茶叶》；武汉大学哲学博士
李志军娓娓道来《赵州的“茶”与日常生
活》；古代文学博士、茶文化博士后、浙江
师范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阚文文则为大
家梳理了《
“茶”与“禅”在中国古代诗歌中
的涵义及关系演变》。
短短几个小时的研讨会，可谓“干货
满满”。姬霞敏表示，这是河南第一次做
这样高层次高规格的禅茶研讨活动，规模
虽不大，在业内的影响却很大。
“以后我们
会一直做下去，好好挖掘中原禅茶文化，
使其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