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芮光庭《松下抚琴图》
规格：88cm×61cm，设色纸本立

轴
画家简介：芮光庭(1907－1999)

江苏宜兴人，寄居上海。民国二十二
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术学院绘画
系。师从林风眠、潘天寿、吴大羽，工
中国画。

此外，还有丁俟斋《山水图》在
售，由大河鉴宝书画鉴定专家于建华
题跋，如果您喜欢本期宝贝，那就快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河报大河
收藏”，进入艺术市集收藏您心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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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壶指南：
●赛事地点：
郑州河南国香茶城商业文化中心4楼422
●咨询热线：
1503601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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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刘芳溪 文 记者 平伟 摄影

曾经，有一个很诗情的记忆。还是在学生时代，就拜读过李白先
生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作《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
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古代传说中的海外仙境瀛洲，虚
无缥缈，不可寻求；在诗人的笔下，天姥山在浮云彩霓中时隐时现，比
起虚无缥缈、不可寻求的古代传说中的海外仙境瀛洲更令人向往。

如今，在有茶生活的时代，一座被叫做“太姥山”的灵秀胜地，更是
用繁衍千年的白茶林，呈上来自大自然最甜美的“甘露”，让人在夏日
里清心养生，胜似神仙。

□记者 王惟一（图片为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藏品）

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两场展览已进行数月，反响强烈。馆长表示，“瓷耀中原——中国古陶瓷精品展”将持续进行下去，作为长期固定陈列展；而“慰项
与荐首——中国古代陶瓷枕具展”即将于6月底结束，7月将换为“丝绸之路陶瓷展”。还没来得及看枕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看看吧！

周杰伦有一张专辑叫《周杰伦的床边故事》，那么，古人的床边故事是啥呢？今天，咱就来看看他们枕头上的那些故事——

□记者 张弋 文图

本期艺术市集，有一幅神清骨峻的行书，这幅行书的作者身份比较特殊，其一是
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以书法闻名于时；其二，他是项城人，是咱河南老乡呢。他
撰写的“桂林一枝昆山片玉，黄河九曲太华三峰”联还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快来欣
赏一下这位帝师的大作吧，如果您喜欢，还可以收藏它哦！

□记者 张弋 文图

伴随着夏姑娘的脚步，天气越
来越热了。30℃以上的气温基本
成为日常，想解暑可不能光吹空
调，会体寒哦，不如喝茶吧！如果
您还没有一款属于自己的喝茶利
器，那就快来本期藏宝箱看看吧，
大优惠喽！

秒杀一：灰釉铜红柴烧茶杯

这款柴烧茶杯出自河南省陶
瓷艺术大师张运增之手，奇妙的是
它的釉色——一半为古朴厚重的
灰白色，另一半被紫红色的“丝状
物”覆盖，美轮美奂。釉面开片细
碎，大师手制，很有质感！

秒杀二：钧花釉茶杯
这款由张运增手工烧制的钧

花釉茶杯表面有着竹节状的设计，
手感颇佳。杯内釉为官窑乳浊白
釉，细嫩如牛奶。

秒杀三：山水团扇镜片
规格：33cm×33cm
画家简介：刘良敏，笔名墨

池。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
省国画家协会会员。高级职称。
多年来体验徒步之艰辛，感悟山水
之韵味，被同行称为“背包客画
家”。作品追求浑厚、大气、灵动画
风，多次入展获奖并被个人和机构
收藏。

秒杀四：《岁朝清供图》
规格：70cm×46cm，设色纸

本单片
画家简介：于建华，法名智凯，

别署不器斋、染丕室、无住庵、不歌
楼。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如您喜欢本期宝贝，那就快参
与我们的秒杀吧。进入艺术市集，
周二上午11点准时下手哦！

□记者 张弋 文图

距离河南省第七届养壶大赛最终
评比还有半个来月，“大河收藏养壶好
友微信群”近期愈发热闹起来，才一会
儿功夫没看手机，就提示有“99+”条未
读消息，记者都被大家的手速震惊了。
打开一看，大家都在忙着晒壶，临近决
赛还忙着晒，看来对自己的爱壶都是相
当自信啊！除了“自信党”外，还有“示
弱党”呢，咋回事？

藏大河 宝箱

艺术市集周二上新——

赏一幅光绪“帝师”的行书

66号藏宝箱开启——

品茶赏画，速来抄底！

□记者 王惟一

5月 28日，2017济源市第
一届古玩交流暨“晋东南豫西北
——济渎寻宝大会”即将在济源
市亚桥花卉古玩市场举行。在这
次活动中，大河鉴宝将“再现江
湖”，资深专家团队帮您掌眼，家
里有啥宝贝都尽管拿来鉴定一下
吧！

大河鉴宝于2004年6月19
日首次亮相，开我省媒体鉴宝活
动之先河。一时间，省内藏友奔
走相告，民间收藏热情空前高
涨。大河鉴宝立足郑州，同时走
遍全省各地，走出省外，以鉴宝活
动为主，藏品展览、讲座、古窑址
考察等活动并举，在收藏界产生
了广泛和良好的影响，帮助许多
藏友从最初的爱好者慢慢成长为

专业级玩家。
大河鉴宝拥有一支既有理

论素养，又有犀利眼光，尤其熟稔
中原收藏市场的专家队伍。青铜
器及钱币鉴定专家于倩，陶瓷鉴
定专家李卫国，书画鉴定专家于
建华，玉器及杂项鉴定专家张保
龙……在28日济源鉴宝活动中，
这些专家将为大家鉴定把关，机
会难得，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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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鉴宝将于哪天
到济源？

明末永昌通宝
规 格 ：直 径 3.8cm，厚

0.21cm，重14.89g
永昌通宝为明末农民起

义李自成大顺政权于永昌年
间铸造，清廷定都北京后，认
定李自成大顺朝为“贼”，大

顺朝所有标识包括“永昌通
宝”铜钱尽在销毁之列，存世
较少。

元代大元通宝 八思巴
文

规格：直径 3.98cm，厚
0.35cm，重22.43g

元武宗海山，至大二年
（公元 1309年）铸，非年号
钱，表面四字为八思巴文。

清代咸丰重宝 宝泉局
当十五

规 格 ：直 径 4.8cm，厚
0.33cm，重37.2g

这枚咸丰重宝十分精
美，字迹清晰深俊，铜材优
良，呈浅红黄色，钱文精美，
没一丝一毫拖泥带水，比同
版流通的钱稍大些、厚重些。

民国粉彩钟式杯
规格：一对，高5.6cm 口径7.6cm
这对粉彩钟式杯保存完好，品相

一流。杯身绘着“松鹤延年”图案，分
色亮丽，画工精细，着实不俗。

商代骨璧
规格：直径3.3cm
高古骨质配饰较多见，但品相如

此好的骨璧还是较为罕见的。它牛
毛纹明显，在岁月的磨洗下，表面已
有玻璃光，还配了一颗战汉时期的老
松石，更加映衬出了它的古朴之美。

清末铜锁
规 格 ：长 8.6cm 高 3.3cm 宽

1.5cm
如今，铜锁越来越受到藏友们的

喜爱，它不仅有着精妙的内部设计，
还有着美好的寓意，它可以帮你锁财
锁福哦。这枚铜锁锁身修长，表面锈
迹老到，值得收藏。

元代磁州窑系黑釉酱斑碗
规格：口径17cm，高8cm
这个黑釉酱斑碗具有典型的磁

州窑时代特征，碗内依稀有“兔毫”，
胎质细薄，黑釉酱斑分色亮丽，值得
收藏。

晚清黄铜点金铜熏炉
规 格 ：高 7.5cm，长 13cm，宽

5.3cm，重336g
这个熏炉顶盖为镂空设计，表面

纹饰雕工精湛，双活耳，为传统香道
器具。底部有款，表面铜点金，全美
品。

规格：138cm×33cm，水
墨洒金蜡笺纸本屏轴

作者简介：高钊中，字勉
之，46 岁光绪二年鸿榜进
士，赐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散
馆编修，国史馆协修，提督湖
北学政，充功臣馆纂修，上书
房行走，提督云南学政，累升
侍讲转侍读，加封四品，教育

皇子，清光绪的老师。他擅
长书法，其书法登高而望远，
法自唐柳公权，又兼融晋王
羲之书风的内秀，亦受科举
制馆阁体端庄态势之影响，
诸法熔一炉后形成潇洒、雄
浑、枯湿并举，具有广泛的包
容性。

大河鉴宝28日到济源

古人的手艺不一般（之十一）——

古人的床边故事

这件北宋镶嵌人物枕，工艺十分复杂。褐
色枕面上，白线勾勒出两位戏曲人物，周围装饰
着满满的花卉纹和祥云纹；枕的四周则是浮雕
的花卉和小鹿图案，做工极为细致美丽。

两位人物不知正在演绎着怎样的经典剧目
呢？夜晚睡在上面，也许会梦到那些咿咿呀呀
的唱段和翩若惊鸿的身姿吧……

这件金代当阳峪三彩人物划花
枕，长41.5cm，宽18cm，高11.5cm，比
起普通的枕头显得更长，像画卷一样
展示着一个著名的中国故事：春秋时
期陈留人孙元觉，十分孝顺长辈，可他
的父亲却嫌弃祖父病弱，有一天竟把
老人绑在筐里，遗弃到深山。15岁的
孙元觉苦求无效便跟进深山，再次恳
求父亲，父亲不听，扔下老人就走。孙
元觉急中生智，捡起箩筐，父亲问：“你
拿它干吗？”孙元觉答：“等你老了，我
也用它把你扔进深山，省得再编新筐
了！”父亲听后感到很羞愧，马上把老
人接回家赡养。

这件枕头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这一
场景，周边饰以花叶装饰，做工精美。
主人把这个故事放在床头，想必是要
时刻提醒自己孝敬长辈，为小辈做好
表率吧！

河南省第七届养壶大赛决战在即——

烟幕弹or障眼法？你好有心机！

壶友“永远”和“兆慧”分别晒出
了自己领养的六方石瓢壶，引来群
友一阵赞叹，壶友郝杰说，“这一对
六方石瓢，一个黑亮，一个红亮，合
起来是贼亮”，都养出包浆了。看
来，这妥妥要进入争冠行列啊。

“壶香香”晒出了自己的得意爱
壶——“周盘壶”，在藤质壶托的映
衬下，紫泥的周盘壶色泽更加明亮，
壶身的铭文都清晰可见，一看就没

少盘呢。
这时，常年潜水的资深壶友“兰

天”也忍不住了，赶忙晒出自己的
“玉笠壶”，又引发了一阵“骚乱”。
壶友们纷纷表示，好壶一把接一把，
竞争太激烈了，如果自己是评委，肯
定左右两难。这时候有壶友@蒋村
长，想让村长剧透一下今年决赛都
有哪些大咖当评委，村长就是不露
面，看来，是要把悬念保留在最后一

刻啦！
记者致电蒋村长，想提前侦知

点“内幕”，没想到村长依然守口如
瓶：“现在评委已经确定了，暂不透
露！不过，看咱俩关系这么好，就告
诉你，圆融壶设计者李木田肯定是
评委之一。而且，本届养壶大赛奖
品非常丰厚，就等我过几天一起放
大招吧！”

上周二，壶友王永昌忽然在群
里表示，他今年不准备参加比赛了，
决定退出“壶王”的争夺，话音一落，
激起千层浪，大家仿佛都不相信自
己的眼睛，好好的怎么就弃权了
呢？只见他晒出了他领养的“圆融
壶”和“周盘壶”，记者一看，这不是
新壶吗？王永昌表示，差得远呢。

壶友们七嘴八舌，有的表示让
他抓紧时间养，在最后半个月抓紧
突击一下，没准能有惊喜，重在掺
和；还有的壶友觉得，作为资深壶友
的王永昌，肯定放水了，没好好养，
这是准备让着大家呢。

有壶友问记者：“你怎么看？”是
夜，月朗星稀，记者夜观星象，掐指

一算，此间必有蹊跷！他晒壶的照
片是一张专业茶桌，可以看出他日
日以茶为伴。而且此时正值决赛前
夕，早不说自己没养壶，在这时候放
出弃权的消息，八成是个烟幕弹，想
让众壶友放松警惕，好让他“偷袭”
得逞，这是以退为进呀！忒有心机
了，全是套路！

夏日里的一抹“清心”，心灵中的一滴“甘露”

一份来自太姥山的问候

在如诗如梦的太姥山国家
5A级景区，峰峦环抱、群峰竞翠，
仿佛一轴秀美的青绿山水画卷蜿
蜒铺开，千亩古白茶树生态园就
是这天然秀丽的山水画中最养眼
养心的风景，昌泽茶庄园专属的
500亩古白茶树生态园就坐落于
此幅画卷的中心，这是昌泽茶人
精心遴选的生态白茶基地。

良好的高山地貌与丰富的植
被，为昌泽白茶园提供了最理想
的生态环境，此山此树此茶，是难
得的好！昌泽“太姥甘露”便是这
其中的一滴精粹宝珠。

一颗颗纯手工揉捻制作的太
姥甘露，其原料全部选自昌泽古
白茶树生态园中的高级白牡丹，
色泽光润，白毫满披，针梗翠绿。

品饮起来，鲜爽甘甜，层次分明，
带着些许清鲜的芳草气息，毫香
幽显，极具观赏与品饮的美感。

“太姥甘露”不仅口感佳，包装设
计也采用了模样讨巧，大小适宜
的龙珠，经传统手工揉捻而成，一
颗5克，一份两盒，共40颗，一次
冲泡一颗，方便快捷，无论上班出
差抑或旅游聚会，免去繁琐的撬
茶步骤，正是暑热里一杯馥郁爽
口的清凉。

快来和我一同打开这份来自
太姥山的“原始问候”，经沸水浇
淋的太姥甘露，逢水重生，宛若牡
丹初绽，入口柔和饱满，在这漫天
飞絮的躁动时节，能饮上这样一
杯赏心悦目的好茶，自是身心俱
润哉。

你也许没有喝过白茶，但是也
许你无意间已经用过白茶，要知
道，白茶在国际上时尚而风行。早
在计划经济时期，白茶牙膏、白茶

化妆品就已经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出现。相对于红茶、绿茶等其他茶
类，同样作为六大茶类之一的白
茶，长期以来却在国内市场显得颇
为低调，甚至落寞。然而近三年的
翻番连涨，却引得茶圈目光齐齐聚
焦于它。相传千年的古老白茶，究
竟有怎样的深厚内涵和魅力？

2010年，咖啡界的一个国际
巨头星巴克也将目光投向了福鼎
白茶，终于在2011年初推出白牡
丹系列，先后在欧美等国家上市。
不仅如此，福鼎白茶也成了Dior、
Estee Lauder、日本悠哈味觉糖
等国际巨头企业的供应商，每年出
口量都以千万吨计量。也许你还
没喝过白茶，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已
经与它有过“亲密接触”，当听到这
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你是否才
发觉福鼎白茶原来离我们一直“这
么近，那么远”。

其实，白茶的底蕴非常丰厚，

唐代陆羽《茶经》就曾记载，“永嘉
县东（南）三百里有白茶山”；清朝
周亮工《闽小记》也有记载，“太姥
山有绿雪芽茶”……很多资料显
示，白茶是有据可查的“东方神叶”
大家族中一个非常奇特的成员。

昌泽茶庄园董事长汪泽世介
绍，福鼎白茶有其古老历史、自然
品质、保健功效等，在国外颇受欢
迎，但长期以来“墙内开花墙外
香”，致使福鼎人守着聚宝盆，却常
常“挨饿”。近年来，随着国内消费
水平提高和白茶大面积扩产，人们
对“安全消费、健康生活”的诉求越
来越高，珍贵的白茶才开始回归国
内市场，“飞入寻常百姓家”。

汪泽世认为，白茶之前的沉寂
并没有抹杀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
相反历来大比例出口的福鼎白茶
在生产标准上保留了惯有的严谨
姿态。

润润心
茶茶天天好

时时

《大河收藏》周刊、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联合推出
河南民间珍宝档案

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藏品

自信党：晒出自我，力争夺冠

示弱党：养得不中，不参加了

墙内开花墙外“香”

一份来自太姥山的“原始问候”

本期寻宝

鉴宝时间：
5月28日上午9:30——11:30，
下午2:00——4:00
鉴宝地点：
济源市亚桥花卉古玩市场
预约报名：15039152888

枕头上的孝道故事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钱币板块

书画板块

瓷杂板块

本期珍宝 高钊中《行书》对联

灰釉铜红柴烧茶杯

“壶香香”的“周盘壶”

元代磁州窑系黑釉酱斑碗

金代当阳峪三彩人物划花枕

北宋镶嵌人物枕

高钊中行书对联

民国粉彩钟式杯

明末永昌通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