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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珂 文图

第七届养壶大赛参赛壶均已出炉，
望眼欲穿的众位壶友们，可以进村看
样壶了！

本报主办的养壶大赛进行到第七
届，不断在摸索调整，参赛壶型、工艺师
都在持续更新。今天要说一说从第二
届起就场场不缺、连续参加六届的参赛
工艺师——张志才，和他的曼生壶。

张志才是中央工艺美术学会工艺
师，连续参加六届养壶大赛，能够坚守
至此，自然是持续得到村长和壶粉钟
爱。和他的壶一样，这位正当盛年的工
艺师低调内敛，于平实中见大气，尽得
传统工艺精髓。

曼生十八式是紫砂壶传统壶型，由
清代书画家、篆刻家陈鸿寿与紫砂艺
人杨彭年、杨凤年兄妹联手创制之后，
成为经典，为无数后世紫砂艺人仿制
研摩，其中不乏名家大师。业内都知
道，越熟的东西越难做，一个浅显的道
理——高手在前，量大，精品又
多，大家都看“熟”了，因而最为
考验工艺，失手便露怯。没有
相当的勇气和自信，如何敢拿
它来参赛？

张志才自第四届养壶大赛起
以曼生壶参赛，每届两款，采用家传
纯正黄龙山老泥料，水准稳定，款款可
人，自然，每一届也都是抢手壶。跟着
养壶大赛收齐一套曼生十八式，是不少
壶友的小心机哦！

依照
惯例，佳士
得、苏富比等
知名拍卖公司
每 年 都 会 在 伦
敦、纽约、香港三地
举行重要的拍卖会，这
些拍卖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艺术品藏家及投资者的目光，
并使这三地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艺术
品集散地。同时，也成为各大拍卖
公司展示自身汇集、流转艺术品这
一特殊商品的运作能力的舞台。

继不久前纽约佳士得拍出
7000多万人民币的宋代建窑油滴
盏，创建窑瓷器拍卖价格纪录，刷爆
朋友圈后，即将举行的伦敦佳士得
秋拍，中国高古瓷数量却出人意料
地稀少。推出的拍品仅以个位数
计，可谓屈指可数。反而是即将开
幕的伦敦苏富比2016秋拍，中国高
古瓷品种相对还算丰富。具有代表
性的有唐代三彩象首杯，北宋磁州
窑白底牡丹纹瓶等。

有意思的是，伦敦苏富比此次
也推出一件传承有序、来自日本藏
家的建盏。与油滴不同的是，这是
建盏中的另一个小分类：兔毫。这
只兔毫建盏造型简洁秀丽，为典型
的建盏形制。从图片上看，突出的
是它的色彩。在拍摄灯光下，兔毫
效果非常清晰。盏的外壁色彩含蓄
内敛，随角度不同富有变化。精彩
的是内壁釉色，丝丝缕缕的细密兔
毫呈现出鲜明的孔雀蓝，夹杂细微
变化的松石颜色，透露出一种冷艳
的美感，不禁令人赞叹。这件藏品
估价30万～40万英镑，实际成交价
格还当拭目以待。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估价仅
3000～5000英镑的残器也吸引了
笔者的注意。这是一件出自河南段
店的唐代花釉高足盘。唐花釉是唐
代创烧的高温瓷，且仅流行于唐代。
存世不多，拍卖会上并不常见。高足
盘也是流行于唐代的器型，带有明显
的西域特征。这只盘尺寸较大，口径
达34.5cm；窑变所爆出的花纹几乎
布满整个盘面，在乌黑的底色上显得
非常清晰、生动，如抽象派画作一般，
散发着神秘而浪漫的气息。有研究
认为唐花釉是钧瓷前身，在单色瓷向
多色瓷发展的过程中，唐花釉无疑是
一个重要的历史过渡。非常可惜的
是，盘子的口沿有一处较为明显的缺
损，虽用原片粘接，但价值及价格都
受到重大损失。

受全球经济影响，艺术品市场
也从前些年的火热逐渐走向冷静，
市场沉淀下的是更多的理性。有人
在烈火烹油中欢呼，有人在波澜不
惊中布局。历史更替，向来如此。

□记者 张弋 文 王亚鸽 摄影

很多人把茶叶当做饮料，甚至是
水的替代物，口渴时抱着茶缸“咚咚
咚”猛灌几口，整个世界瞬间就明亮
了。其实，喝茶也是一种情调，解渴之
外，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让人在忙碌
的生活中返璞归真。

喝茶，美器是少不得的。全手工
柴烧茶杯自身的那种古朴沧桑感，绝
对是提升格调的利器。

秒杀一：柴烧钧窑茶叶末釉全手
工茶盏

这款茶杯内外均为茶叶末釉，墨
绿色夹杂着暖黄色，给人一种舒服的
感觉。在茶杯外壁下部，流釉戛然而
止，露出乳白色的胎体，非常可爱。

秒杀二：钧窑全手工钧瓷茶盏
这款茶杯内壁为天青色，外壁为

青蓝色，釉面光滑，手感很好，记者曾
用此款杯喝过白茶，明亮的茶汤和天

青色更配哦！
秒杀三：《心即是佛》卡纸泥金团

扇片
《心即是佛》卡纸泥金团扇片，直

径23cm。上书可止禅师的《精舍遇
雨》——“空门寂寂淡吾身，溪雨微微
洗客尘。卧向白云情未尽，任它黄鸟
醉芳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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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于建华，1962年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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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藏宝箱有您心仪的宝贝吗？
快关注“大河报大河收藏”微信公众
号，在聊天界面点击屏幕下方的艺术
市集，即可进入参与宝贝秒杀！今天
上午11点准时开秒哦！

□记者 张弋

国庆节还是秋高气爽的一片蓝天，怎的半个多月就阴云笼罩北风呼啸？这个鬼天气，宅在家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喝点热茶，盘
盘佛珠，再赏赏美画，真是再惬意不过了。

藏大河 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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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壶指南：

艺术市集周二上新——

盘盘珠，赏赏画，暖暖冬

专家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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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保真，价格真
实。边学习边收藏是我们的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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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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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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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记者您的收
藏需求，我们将尽全力为您寻找
您满意的藏品。

清代山鬼背八卦符文双耳
挂花

高 6.96cm，环宽 4.58cm，厚
0.3cm，重39.96g

挂花，是一种铜制或者银质
的花钱，币的顶端有挂孔，钱币
纹饰多为 12 生肖和八卦符文
图。这件花钱顶端有三个挂孔，
一面内容为八卦，另一面为“山
鬼 雷霆以杀鬼降精斩妖辟邪永

保神清 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敕 雷霆”，简而言之，就是挂起
来吓鬼用的，能驱邪镇鬼。品相
完好，字迹清晰，宜收藏。

清朝十二生肖背八卦符文
双耳挂花

高 6.85cm，环宽 4.42cm，厚
0.27cm，重38.11g

这也是一枚挂花钱，一面为
“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地支符

号和生肖图案，另一面则为八卦
符文图。十二生肖为题材的花
钱是花钱中的一个重要门类，用
于祈求小儿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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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当代“大名头”书画渐
渐挤去水分，人们不再盲目追求
名头，而是更注重历史文化内
涵，近现代小名头作品凭借其深
厚的艺术底蕴和极高的性价比，
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视线。接
下来，就是几幅性价比很高的

“小名头”书画，没准有您喜欢
的！

吴野洲《不老松图》
90cm×48cm，水墨纸本镜片
一棵枝叶恣意生长、看似杂

乱无章的老松树。扭曲的树干
更是将“老”刻画得淋漓尽致，从
中可体会出一种“不服老”的境
界。

吴野洲(1904年-1997年)，
字荻声。江苏吴江人，居上海。

海上画派名家。早年列浙人仲
光勋门墙，有声江南。先后在
江、浙、沪与艺友创办红梨金石
书画会课徒授艺，桃李遍海内。
生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陈思萱《石榴小鸟图》
46cm×34cm，设色纸本单片
一根石榴枝，一只小鸟，两

颗石榴，,虽然简单，别具风趣。
陈思萱(1901年－1986年)，

别署佩荃。江南人，居上海。民
国海上闺秀，入上海中国女子书
画会。1929年在南京美术专科
学校就读，旋师从梁公约学花
鸟，从萧俊贤学山水，皆有所
成。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吴铭均《黄山清凉台图》

68cm×46cm，水墨纸本单片
画家巧施笔墨，便将黄山的

远近高低区别开来。黄山真的
有这样一座清凉台吗？如果有，
那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吴铭均（民国），字钟烈。上
海人。著名聋人画家、美术教育
家。精中西绘画，海上名家张充
仁 (1907 年 ～1998 年) 入 室 弟
子。任教上海及常州聋哑学校，
均获好评。

吴铭均《黄山玉屏楼图》
68cm×46cm，设色纸本单片
这幅画与《黄山清凉台图》

不同，《黄山清凉台图》侧重于写
意，而《黄山玉屏楼图》则在写意
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景物细节的
刻画。

彩瓷连座瓶
高32cm
此瓶为上世纪70年代作品，

钧瓷国营厂出品，为典型器，代表
了当时钧瓷的风格。其由上下两
部分组成，上部为瓶，下部为座，
瓶座相接，连为整体，故为“连座
瓶”。颈部较长，两侧有龙耳，龙
身线条优美大方，釉色均匀。整
体高达32cm，是一件不可多得的
美器。

清代道光青花盖罐
高12cm
这件清代道光时期的青花盖

罐，带盖，为难得的全品相。清新
可爱。民窑出品。

沙丁红珊瑚手串
直径3.5mm，重19.86g
众所周知，红珊瑚是一种有

机宝石，色泽喜人，质地莹润，生
长于远离人类的 100 米至 2000
米的深海中，与珍珠、琥珀并列为
三大有机宝石，在东方佛典中亦
被列为七宝之一。AKA、MO-
MO、沙丁是常见的三大种类红
珊瑚。沙丁珊瑚指的是意大利撒
丁岛附近海域的深水珊瑚，是在
所有的贵珊瑚里面长得比较浅
的，优点是颜色均一、普遍比较
红，基本没有任何的白点和压力
纹，品相较好。

白玉籽料云纹小挂件
高 2.2cm，宽 1.1cm，厚 约

0.3cm 重2.6g（含绳）
这件白玉籽料挂饰，雕工为

云纹。所谓云纹，是汉族吉祥图
案，象征高升和如意。质地温润，
雕工精细。

108粒，老料紫油梨
这件精品海黄佛珠，着实让人眼前一亮。每一粒珠子都锃光发亮，油性极好。因为是从一块料里做出

来的，所以每一粒之间基本没有色差，品相上佳。这串佛珠已被藏家盘玩很久了，买来就能上手把玩，品相
超赞！在佛珠中间还有一颗牙质的佛头，价值不菲。

41号藏宝箱开启——

装备党利器——柴烧茶盏

河南省第七届养壶大赛之美壶盘点

小巧可人曼生壶

本期寻宝环节的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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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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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茶空间·琴韵霓裳”将在何时何地呈现？
本期奖品由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张运增友情提供。

场观市拍拍

细看眼前这把笠荫壶，形似斗
笠，不禁令人联想到山间清流的竹筏
上，一僧挺立，竹笠遮阳，竹篙撑舟，
虽时逢酷暑，却有一丝凉意涌上心
头。笠荫壶造型浑然天成，妙得造化
机杼，方能生气逸出，除了生动灵逸，
本宝宝还看出点闲云野鹤、云游四方
的仙气，毕竟有佛家学说蕴含其中
嘛。

纵观此壶，壶身圆润而不失刚
劲，三足鼎立，显智者胸襟，而周盘
又暗蕴太极，有形而无穷。壶呈扁
圆形，坡颈平口，平盖扁钮，线条细
致流畅，遒劲中出媚姿，纵横中见青
铜遗韵，肃然绝俗。其造型在曲直
之间自如流转，似界限分明刚直如
一，结合陈曼生的金石铭刻，气度融
合，相得益彰。

香茶弥漫中，指尖轻抚铭文，每
每相逢重大抉择，执周盘品清茶，三
思而后行，方能至方至圆。

本期寻宝

古然天韵周盘壶
老紫泥，容量200毫升
铭文：
吾爱吾鼎强食强饮曼生作乳鼎铭

气定神闲笠荫壶
老青段，容量220毫升
铭文：
笠荫喝，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无说。

冷艳的兔毫
炫酷的美
□老妖 文 河南省陶瓷文化研究会 图

瓷器杂项 | 青花的罐珊瑚的串

超赞推荐 | 一块料海黄的佛珠

书画板块 | 小名头有看头

挂花钱币 | 好玩好看有学问

市集特色

《心即是佛》卡纸泥金团扇片

柴烧钧窑茶叶末釉全手工茶盏

钧窑全手工钧瓷茶盏

彩瓷连座瓶

一块料海黄的佛珠

吴野洲《不老松图》

清代山鬼背八卦符文双耳挂花

兔毫建盏 伦敦苏富比2016秋拍

唐代三彩象首杯 伦敦苏富比2016秋拍

唐代花釉高足盘 伦敦苏富比2016秋拍

兔毫建盏配十五/十六世纪琉球黑漆嵌
螺钿盏托 伦敦苏富比2016秋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