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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润心茶茶天天好
时时

又到周二，艺术市集如约上新。本期艺术市集不仅有不少高古瓷在列，还有四幅书画呢，书画爱好者走过不能错过哦。此外，
一件品相极好的清代花钱也等着识货的主人呢。

秒杀一：醉春风
老紫泥，容量200CC
这款名为醉春风的紫砂壶，出自

国家级工艺美术师许时娟之手，容量
为200cc，老紫泥，为花器。盖钮、壶
把、壶嘴为梅枝造型，方便拿捏；壶身
上雕琢着梅枝与梅花，栩栩如生，充
分展现出了梅花的傲骨，坚韧不屈的
品质。更重要的是，这款花器只要市
场价的3折，性价比，你懂的！

秒杀二：钧窑柴烧大师手制黑釉
仓

口径11cm，高9cm，足径5cm
这款全手工钧窑柴烧黑釉仓出

自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张运增之手，
釉色古朴，器小气势大。这么精致有
品，可以当做茶仓，不过您如果不差
钱的话，放在厨房当盐罐子也是可以
的。总之，这是一件韵味十足的收藏
美器，烧成难度大，独此一件，值得入
手哦！

秒杀三：钧窑柴烧大师手制6月
白釉精致款茶杯

口 径 6.5cm，高 4.5cm，足 径
3cm

这件茶杯同样出自河南省陶瓷
艺术大师张运增之手，通体温润月白
釉色，如梦如幻，像是冬日静寂无垠
的雪原，引人无限遐思，而茶杯底部
一周只施了透明釉，又给人一种古朴
的感觉。像这种特立独行的风格，完
全可以作为主人杯来使用。

秒杀四：《八风吹不动天边月》卡
纸泥金团扇片

直径21cm
《八风吹不动天边月图》卡纸泥

金团扇片，内容为大河鉴宝书画鉴定
专家于建华手书。上书“秋到任他
林落叶，春来从你树开花。三界横眠
无一事，明月清风是我家”。扇片中
央以朱砂绘出老僧人身着一袭僧袍
正在坐禅模样，旁书“八风吹不动天
边月”，可见老僧人定力十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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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增添
您书房的高雅气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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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夜清霜冷絮裯，纷纷红叶满阶
头。转眼步入了浪漫的冬天，在暖气
未至、秋裤主宰的这几天里，北方的冬
季也显得不那么“友好”，瑟瑟寒风不
禁让我无比怀念云南山寨的篝火晚
会，热情四射的哈尼族姑娘，仿佛要跳
出火盆的熊熊火焰，空气中，弥漫的是
触手可及的柴火木香……

那温暖的篝火木香在钢铁城市中
虽遥不可及，但一杯低沉温和的木香
韵普洱还是可以有的。

提起木香，那是茶界追寻的神话。
我个人认为，那即是陈年木头自然散发
的味道，传说中，木香是茶放到很多年
后自然产生的香气，它，低调温和，是只
有老茶才会散发出来的一种充满自然

的气味。那么是不是所有老茶后期都
能转化出木香韵呢？并不尽然。

若说起木香的代表作，原勐海茶厂
2000年所生产的那批“大白菜”青饼定
能算是其中翘楚，这批极具传奇色彩的
勐海青饼正是以茶气霸烈、木香馥郁而
闻名茶界，进入收藏级系列的。可“大
白菜”的价格却并不“白菜”，上万元的市
价令人咋舌，不是普通茶友可以接受
的，今天我却偶然发现了一款可与其媲
美的昌泽2014高山韵味。

初泡试水，三年的茶汤莹若灿金，
茶气霸烈，香气高昂，入口略有苦涩但
转瞬即逝；几泡过后，借煮水的间隙翻
看叶底，条索肥壮，细嗅茶香更是醉
人，而且每一道的茶香都有明显不同，

有人说像木香，有人说像果香，有人说
像花香，神秘的普洱就是如此，给予每
个人的都是不同感觉，这也正是它的
独特魅力所在吧。

现在的普洱茶市场正在慢慢趋于
理性，拼配普洱也在渐渐回归市场主
流，而古树茶拼配正是目前主流的制
茶方式之一。

既然是拼配，那如何保证配方的
合理性，便是一个大问题。配方需要
考虑多种原料，以及合适的比例，因此
一个经验丰富的拼配师就成了决定一
款茶前期口感与后期转化的关键。拥
有丰富制茶经验的原勐海茶厂左建明
表示，拼配普洱茶的技术不是在理论
学习上能够一蹴而就的，是要在了解
无数基准原料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初
步的配方，再不断改进，随着对新原料
的深入了解，以及市场的不断反馈、改
进，最后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配方。
一般这样的配方，少则需要三五年，多
则要5-8年，才可形成经典配方，这个
是配方形成的科学过程，也是现在大
益等老牌茶厂统领普洱茶大众市场的
关键所在。

这款昌泽2014高山韵味，其拼配
方案正是原勐海茶厂左建明按照当年

“大白菜”的原料配比“复刻”而成，因此
它的后期转化十分值得期待，也许，若
干年后，它的滋味与传奇的“大白菜”并
不完全一致，但我们相信，核心的拼配
力量将造就它自己的传奇，这不正是普
洱的魅力所在——沉淀了岁月，一遇冥
冥中有缘的品茶人，生命的光芒便瞬间
绽放，从而成就了自己的故事。

□记者 张弋

转眼就进入11月了，冬天已至，暖
阳更是难得一见，天气更加阴冷起
来。但紫砂村却是愈发热闹了，为
啥？原来，河南省第七届养壶大赛将
于11月26日下午3点迎来首发式，届
时，将展示和发放本届参赛壶。记者
打探到了第一手消息，先给大家剧透
一下！

首发式现场，参加本届养壶大赛
的工艺师将集体亮相，亲自为壶友发
放自己的作品。

除此之外，台北故宫陶瓷修复大
师，紫砂壶资深鉴定家、“金鼎壶”的设计
者、本届养壶大赛技术顾问李木田也将
亮相本届养壶大赛首发式，届时李木田
老师将举办修壶讲座，并演示锔钉等绝

活儿，壶友们可一饱眼福哦！

想不想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VIP
壶？在第七届河南省养壶大赛首发式
现场，将有现场私人订制活动哦！工
艺师可按照您的喜好订制属于您私有
的紫砂壶。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如
果您想享受这个福利，那就快来首发
式现场吧！

干泡台很多，但是属于大河收藏
的干泡台可不多。这款干泡台是蒋
村长特别定制的一款，上面用描金字
体打着“大河收藏”四个字。台底为
黑色，有着旋涡状的旋纹，看起来颇
有神秘感，再加上金色的大河收藏四
个字，是不是很贵气？这样好的一款

干泡台，到时您在首发式现场扫码即
有机会获得，太赞了有木有？

想养出一把好壶，好茶可是必不
可少的哦！村长告诉记者，本届大赛，
有不少茶企参与助阵，每一款壶都有
相对的茶与之对应，届时，领壶的壶友
都可以领到本组的福利茶。不过具体
是什么茶呢？记者答应了村长，要保
密哦，到时候去了现场，一切就都揭晓
啦！

44号藏宝箱开启——

名家紫砂醉春风，
3折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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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养壶大赛首发式将于何时举行？

艺术市集周二迎新品——

唐煎宋煮？
器物为证！
本期珍品：唐黄釉茶釜

清代 真人府山鬼背八卦 大型花
钱

直径6.41cm，厚0.23cm，重51.92g
这枚花钱背面为八卦图案，不仅

标注了震坎离坤还有八卦图案与之对
应，正面文字右山鬼，左雷霆，中间印
文为“雷霆杀鬼降精斩妖辟邪永保神
清 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真人府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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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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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晏《一片冰心在玉壶图》
23cm×32cm，水墨纸本册页

一开
这幅《一片冰心在玉壶图》笔

墨不多，功底深厚，梅花栩栩如
生。冬天来了，这幅《一片冰心在
玉壶》是否很应景呢？

童晏(1857年～1902年)字叔
平，又字剑波，号陶斋，崇明(今属上
海市)人。书画皆法恽寿平，双勾
花卉极工。尤工墨梅。余事刻印，
得文、何正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
典》有载。

任文遐《隶书》对联
105cm×35cm×2
这副对联内容为：“书存金石

气，室有兰蕙香”。笔法大气端庄，
值得收藏。

任文遐号愚斋，别署愚叟。江
苏扬州人。工书善画，为江苏省美
术家协会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
曾任扬州市宣传部部长。著有《扬

州高等教育志》。
任文遐《松菊延年图》
99cm×53cm，设色纸本镜片
松树、菊花是长寿的象征。在

这幅画中，青色的松针与黄色的菊
花形成对比，颇为应景，且构图合
理，从嶙峋的松干上就足可见画家
功底之深厚。这幅画送给家中的
长辈再好不过。

季之光《禅悟图》
32cm×23cm，朱砂纸本单片
画家用朱砂画出了一个正在

静坐冥思，穿着僧袍抱着书本的老
僧人，虽无多余笔墨，但我们仍然
能感觉到老人的禅心，能感受到佛
的存在。

季之光，1936年生人，江苏扬
州人。火花等小杂项收藏家，有“中
国火花大王”、“扬州第九怪”之誉。
余暇涉笔丹青，尤善写意朱砂画
佛。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
全国收藏家联谊会副秘书长。

明代酱釉罐
高6cm
这件明代酱釉罐釉色均匀，肚

子大大的，造型可爱，品相好，为当
时人们生活用具。

宋代黑釉提梁罐
高3cm 直径4cm
这件宋代黑釉提梁罐通体黑釉，

底部无釉，露出胎体。根据尺寸来
看，不像生活用具，反而更像小挂
件。稍作改造，当成香插也是极好的
呢。这样小巧古朴的香插也不错哦！

清代玛瑙香囊
高3cm

这件玛瑙香囊做工精美，中空，
上有图案，寓意“一路连科”。器身
上画着一只鹭鸶和莲花，取鹭与路、
莲与连谐音，故名。一路连科是对
科举时代应试考生的祝颂语，是吉
祥图案。

和田玉山料玉兰挂件
高3.9cm 宽1.1cm 厚0.7cm 重

约4.3g
这件和田玉山料玉兰挂件为玉

兰花造型，造型素雅，玉质温润无
瑕，寓意冰清玉洁，同时也代表了忠
贞不渝的爱情。双11单身节还没
过够？脱单就靠它啦！

这件唐代的黄釉茶釜为南方窑口，由于唐代烹煮的饮茶方式，时人习
惯把茶饼码末放入茶釜中煎煮，釜应是当时的一种重要茶具。这件茶釜底
有三细足，造型端正，品相完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美器，推荐收藏！

河南省第七届养壶大赛即将迎来首发式——

首发式都有啥？记者来剧透！

关键词：经典复刻、木香味道、收藏级别

品高山韵，醉木香魂！
——品读昌泽2014高山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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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爱茶之人，一把
贴心的紫砂壶是必需的装
备，讲究点的还得多种装备
——一把壶泡一种茶。有了
量，还得拼质，能收一把名家壶
成 为 许 多 壶 友 心 心 念 念 的 梦
想。但是想想名家壶的高价位
……是不是有点可望不可即？
本期藏宝箱，大河收藏联手
紫砂村，共同推出一把名家
壶，3折开秒哦！一年也不
一定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呢，千万不可错过！

□记者 张弋 文图

战略联盟 昌泽茶庄园

□记者 张弋 文图

本期寻宝

养壶送茶 壶友有福利

现场扫码送干泡台工艺师集体亮相

私人订制专属壶

□特约撰稿 刘芳溪

珍品推荐丨唐代黄釉茶釜
口径14cm高8cm

瓷器杂项丨高古瓷有“漏”！

钱币丨驱邪镇宅花钱

书画板块丨一片冰心在玉壶

《一片冰心在玉壶图》

《松菊延年图》

任文遐《隶书》对联

清代花钱（正背面）

清代玛瑙香囊

唐代黄釉茶釜

醉春风紫砂壶

醉春风紫砂壶底款

黑釉仓

卡纸泥金团扇片

白釉茶杯

市集特色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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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集特色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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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河报大河收藏”，并在后台留言告
诉记者您的收藏需求，我们将及时与
您联系，帮您寻找您满意的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