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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大河 宝箱

润润心
茶茶天天好

时时

□记者 张弋 文图

最近记者手机中的微信群“大河收藏养壶好友群”愈发热闹起来，晒壶的晒
壶，取经的取经，为啥？记者细问才知道，按照往届惯例，养壶大赛总决赛将于6
月上旬举行，过不了多久就临近考试了，难怪炸锅了呢。记者赶忙致电蒋村长
询问决赛事宜，他倒是不慌不忙——“嗨，别急啊，至少还1个月时间呢！”

秒杀一：《田园风味图》
规格：63cm×43cm，设色纸本镜片。
这幅《田园风味图》还真别有一番

“风味”——两大块鲜红欲滴的西瓜，三
片莲藕，清爽的画面极富生机。

画家简介：邱受成(1929－2002)，别
名绶臣，别署荻花馆。浙江鄞县人，定居
上海。画家，江寒汀入室弟子，专工花卉
翎毛。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上海交通大学艺术系顾问。

秒杀二：钧瓷茶叶罐
规格：高11.5cm 口径8.2cm

如果您是爱茶之人，家中肯定要存
有好茶的。茶叶容易吸味，市面上的玻
璃罐又太普通，这时您就需要本期藏宝
箱的这款钧瓷茶叶罐了。钧瓷密闭性
好，不透气，存放老茶再好不过，又兼美
观大气，一举两得！

秒杀三：酱釉裸胎小花插
规格：高12.6cm
这款酱釉小花插出自河南省陶瓷艺

术大师张运增之手，古朴清雅，器型美
观，采用自然流釉工艺，不规则的酱釉极
具美感。未被酱釉覆盖的地方则露出褐

色的胎体，厚重大方。插一枝小花置于
茶案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呢。

秒杀四：全手工钧瓷茶杯
规格：口径7.5cm
这款张运增手制的小茶杯，釉色鲜

亮，手感光滑，便于携带，茶人们都有一
个私人口杯，如果您还没有，那就快入手
它吧！

如您喜欢本期的宝贝，那就快进入
艺术市集，周二上午11点准时秒杀哦！
拼的是手速！

□记者 张弋 文图

帽筒兴起于清朝咸丰年间，兴盛于上世纪前半叶，后来发展成为居家摆设、女儿出嫁时的必备陪嫁品，既可插花也可做摆件，集美观实用于一体。如今，现代人审美开始转向复古风，家中摆放一个帽
筒于墙壁暗格中，再好不过了。本期艺术市集，我们精选了一方清代钧瓷帽筒供您收藏，此外，蓝琉璃、白玉花、粉彩壶、银手镯，还有两幅花鸟小兽镜片，精彩纷呈。

□特约撰稿 刘芳溪

4月中旬的一天，伴着降落的巨大轰鸣声，飞机终于降落在了西双版纳的嘎洒机场，我的美好问茶之旅正式开启。
乘上接机的车，历经一个小时的山路到达知名普洱茶产区勐海，一座极美的庄园——勐巴拉六国皇家植物园终于呈现眼前，我的目的地昌泽茶庄

园体验馆就坐落在此。雨后的茶庄园被缭绕的雾气笼罩，像是仙境中的一个去处，建筑内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是触手可及的粼粼湖水，放眼望去，湖
水彼岸，是起伏绵延绿意盎然的原生态湿地，雨后空气格外湿润清甜，三角梅漫无边际肆意地绽放着深深浅浅的玫红色，庄园内安静得仿佛能听到花开
的声音。

这样一处人间仙境，给舟车劳顿的我带来的是莫大惊喜。

艺术市集周二上新——

清钧好素雅 小兽真生动

《松梅鼠戏图》
规格：66cm×45cm，设色纸本镜片
画家简介：杨邨(1914一1915)字荻

岭，别署绿杨村舍。上海人。画家，民
国二十八年(1939)入江寒汀门，为入室
弟子。擅花鸟，尤工松鼠。有“江松鼠”
之誉。

《双狐图》
规格：74cm×41om，设色纸本镜片
画家简介：王仲清(1924－ )四川

成都人，寄居上海。民国三十四年
(1945)毕业于省立成都师范美师科。

师从张大千，艺益进。民国后任上海人
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员。复任上海戏剧
学院国画教师。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等。出版有
《王仲清画集》。

此外，本期艺术市集还有朱峘的两
幅《菖蒲图》在售，如您喜欢本期宝贝，
那就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河报
大河收藏”，进入艺术市集，收藏本期的
宝贝吧！

注：艺术市集所有上架藏品均经大
河鉴宝专家团队鉴定，保真包老到代。

清末民国时期蓝琉璃手串
规格：直径1.1cm
夏天到了，快给自己手腕点缀下

吧，这款晶莹透亮的蓝琉璃手串肯定适
合您。它表面光洁，琉璃中气泡清晰可
见，如海底世界一般纯净。夏季佩戴，
美滋滋哦。

战汉时期 松石米珠
这串战汉时期的松石米珠通体为

铁锈色，可缠多圈作为手串，也可拆分
下来做配珠。收藏、把玩、欣赏、馈赠皆
宜的美品，价格不贵，值得入手。

民国时期粉彩执壶
规格：高15cm
这款粉彩执壶为原配顶盖，十分不

易。壶的一侧画着人物故事图，画工精
湛，值得收藏。

和田玉玉兰花挂件
规格：高4.1cm宽1.6cm厚1.0cm重

8.9g（带绳）
采用优质和田玉糖白玉雕刻，玉质

细腻，略带一点糖色。造型饱满，镂空

雕 刻 一 朵 玉 兰
花，中间镂空部
分可以塞一点点
棉花，滴两滴香
水或者驱蚊水，
美观实用，是夏
季不可或缺的装
饰美物！

清代白银手
镯

规 格 ：外 径
6.87-5.95cm 重
32.89克

这件白银手
镯素工，造型拙
朴大气，分量十足。

清代玛瑙寿星
规格：高2.7cm厚0.69cm重4.93g
这枚玛瑙寿星色泽红润，品相一

流，没有过多的雕刻，朴实大方。两端
均打有孔，可穿绳佩戴，多福多寿。适
合送家中长者。

规格：高33cm 口径12cm
这方清代钧瓷帽筒有着典型的时代风格，釉色为素雅的蓝白色，流釉自然，开

片细碎，筒身有着竹节状的分层，为它平添了不一样的风采。帽筒口部有微冲，无
伤大雅。近年来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清钧的价格已处于低谷，正是抄底投资的好
时机哦！

65号藏宝箱开启——

清凉夏日，来瓤好瓜！

【本期寻宝】

本期寻宝环节奖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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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问艺首期主
讲教师是谁？

访茶山，问茶人——

景迈山修仙之旅

他说，关于普洱茶，其山头、
树龄、海拔、茶区等，每个茶区，都
有自己上好的茶品，完全没有必
要一味地去追名山头茶。因为每
个茶区的树种、海拔、加工方式和
揉捻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可能会
造成毛茶的香气、滋味、汤色、气
韵以及耐泡程度的千差万别，就
像古人说的“三分茶，七分水”，无
论茶青本身的品质多好，也需要
熟练的制茶工艺与恰如其分的拼
配技术，才能造就一款值得收藏
的好茶。

有诸内必形诸外，好茶的品
质，万变不离其宗。只要能准确
把握以下几点，在问茶的过程中
就不会轻易与好茶擦肩而过。

一款预期良好的生普，干茶 芽叶肥壮，多茸毛者为上；汤色清
澈明亮，汤感黏稠细腻，水里含
香；冲泡后，热嗅无青气，无杂味，
味清纯；杯底花香、果香浓郁，留
香持久，回甘迅速，耐泡度高；品
饮起来，茶气刚猛而强烈，茶味厚
重而醇酽，这样的茶后期大抵便
会成为一款好茶。

走进景迈山，就像走进了一
个精神家园。景迈山村寨星罗棋
布，那些古茶树千年不衰保存下
来，得益于世世代代居住于此的
布朗族、傣族、哈尼族、佤族等少
数民族村民。森林、茶林、村寨没
有明显的界线，村民生活在茶林
里，他们把先祖留下来的茶树视
为茶神，把大自然视为他们的精
神家园，用一种虔诚的态度来祭
祀敬奉。

我想，茶人的心，大抵也该如
此吧。

昌泽茶庄园体验馆内，各个山头的
毛茶样品正陆续到货，几十个山头寨子
一字排开煞是壮观，满屋的普洱茶香真
是叫人迷醉。昌泽茶人从早到晚都在
试新茶，各种品味，各种拼配，一天下
来，二三十种新茶试下来，饱了口福，苦
了胃，兴奋了神经，当喝茶的享受变成
了工作，个中的辛苦滋味，非外人所能
理解。

好喝的茶生长在何处？我决定一
探究竟。昌泽茶庄园仅在勐海的布朗
山、景迈山就有近万亩自有茶园，一一
寻访不太现实，先期目标锁定景迈山。
据了解，景迈山分布着100多万株古茶
树，在几万亩的原始森林中交错生长，
古茶树与原始森林休戚与共，互相润
泽，湿润的大气环境让古茶树根深蒂
固、枝繁叶茂，常相厮守，不离不弃。这
是一个十分令茶人向往的地方。于是，
第二天清晨，我跟随昌泽茶人出发去景
迈山古茶林。

沿着进山的弯道开车前行，曲折的

山路就像一条绸缎，缠绕着一座又一座
大山。车窗外，一座座连片的原始森林
徐徐展现在我的眼前，这里山峦起伏、
古树参天、云海茫茫，一路上只见美丽
的茶场一片连着一片。再往里走，路边
上的茶叶初制所一幢接一幢。藏于大
山深处的古茶山让我展开了无尽的想
象——藏于深山的这座不同寻常的古
茶山将会带给我怎样的感受。好景总
在深山里，汽车蜿蜒盘旋一弯又一弯，
两个小时后，终于抵达了位于景迈山的
昌泽近3000亩专属茶园。

清晨的山间自带云山雾海效果，我
们打趣着说这一趟是来“修仙”的，大口
吸氧，净化自己的身体。这里的茶林采
用古法种植，模仿原始老茶树的生长环
境，就是让茶树任意生长，不做任何的
人工修饰与照料，所以巨树很多，仅昌
泽的古茶树就有8000多棵。

山风轻轻拂来，吹拂着漫山遍野的
茶树，徒步其间，呼吸着山野的气息，感
受着这静，享受着这绿，惬意！

河南省第七届养壶大赛记者探营

倒计时一个月，冲刺！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
士兵，每个壶友心里都有一个

“壶王梦”，辛苦养壶近一载，暂
且不提茶水钱花费几何，精力、
心血也是耗费颇多。有的壶友
更下功夫，早晚各盘一次，工作
忙不过来还拜托老婆、朋友帮
忙盘，“不得奖简直对不起自
己！”不少壶友如是表示。

壶友张先生今年第一次参
加养壶大赛，虽然从前没有经
验，但他比老壶友还上心呢。
张先生告诉记者，这是他在河
南省养壶大赛的处子秀，一定
要“秀”得漂亮，一举拿下壶王！

临近决战，有什么需要特
别注意的呢？蒋村长表示，越
是到关键时刻，越不能掉以轻
心，从前就发生过决赛前夕壶
友不小心打坏了壶盖，导致无
法参加评比，大半年的心血也
付诸东流。所以，壶友们临阵
磨枪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的爱壶哦，只有一个月了，冲
刺！

最近壶友群中晒壶的节奏异常频
繁，似乎生怕旁人不知道自己的“考试
答案”一样，按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资深壶友的说法，这叫“心理战”。首
先，晒壶是从气势上压倒对手，这比赛
就赢了一半；其次，知己知彼百战不
殆，自己养得再好，对其他壶友养壶情
况不了解，心里还是没底儿，自己一晒
引得大家都晒，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情
报”问题。壶友们都很有“心机”啊！

前天，壶友群里就有人晒出了泡
养已久的金鼎壶，光度一流，色泽明
亮，看得众人好生羡慕。

资深壶友“永远”经常晒他的圆融
壶，上次在紫砂村，他还随身带着那把
圆融壶就地现盘呢。记得一个月前，
他的圆融壶还没养“匀称”，天天扣腿

上盘，结果壶底壶身都特别“光”，而壶
盖周围却总忘了照顾，导致壶盖周围
和壶身颜色光泽差别特别大，急得他
都恨不得上打磨机了。过了一个月，
他养得咋样了？这不，“永远”晒出了
他的圆融壶，可以说是大变样了，不仅
更加圆润，而且壶盖周围也明显得到
了“特殊”照顾，和壶身颜色光泽都差
不多了，“永远”笑称，这下心里再也不
虚了，就等一个月后的集中评比啦！

壶友“阿福”前几届都没得奖，心
里自然是一百个着急，这次他发誓，非
得拿个名次不可。他本身就开有茶
店，近水楼台，只要用心还怕养不好？
他也养了一把金鼎壶，无论是泥料还
是工艺均属上品，今年他总结了前几
年失败的经验，还找其他的壶友取了

经，上次记者在他店里就看到了他的
壶，都快能映出光了！时过半月，光泽
更上一层楼，一看就没少下功夫呢。
阿福说，他给来店里的茶客泡熟茶都
用的这把壶，使用频率超高，每天关店
前还招呼伙计再盘十来分钟，难怪进
步神速！

四月中旬，正是普洱春茶收获的季节。采茶、晒茶、选
茶、买茶，茶人、茶商、茶企全都忙得不亦乐乎，毕竟，一年
的好原料都出自这个季节。

昌泽茶庄园首席制茶师汪特级向我们介
绍，今年由于气候原因，茶树的开采时间普遍延
后，产量减少，因而均价也都有所上涨。

众人晒壶忙 玩的是心理战

每个壶友心里都有一
个“壶王梦”

□记者 张弋 文图

5日，郑州算是正儿八经入了夏，抬头看看天，仿佛已经热了好久。而本周更是要升至35摄氏度！咋整？莫心急，本期藏宝箱就有一瓤清爽鲜红的西瓜参与秒
杀，快“抱”回家清凉一夏吧！

本期珍品 清代钧瓷帽筒

瓷杂板块

书画板块

本期珍品 清代钧瓷帽筒 《双狐图》

《松梅鼠戏图》

和田玉玉兰花挂件

《田园风味图》

壶友的金鼎壶亮了！

云雾缭绕的景迈山古茶园

景迈山千年古茶树

勐巴拉昌泽茶庄园的茶艺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