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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大河 宝箱

□记者 张弋 文图

前一阵记者去古玩城，不少店主都表示，由于经济大环境不太好，古玩行情受冲击比较大。几年前市
价七八万元的钧瓷梅瓶，如今两万还无人问津。投资讲究抄底，低价入手，如今正是抄底投资的好机会
哦。本期艺术市集，就有一方1958年的大火蓝钧瓷瓶，抄底投资，从它开始！

□记者 张弋 文图

折扇不仅能纳凉，更是提升
气质的神器，对于折扇，很多人都
不明白它的收藏价值在哪。其实
折扇的价值早就不在消暑的功能
上，而在于文化。张大千就曾言
简意赅地说明了这点：“在文人社
会中，折扇并非是用来扇凉的，最
重要的作用，是代表持扇人的身
份。”一把好的折扇，扇骨扇面缺
一不可。如果说扇骨可以体现折
扇的经济价值，那么扇面则代表
了它的文化价值。

秒杀一：刘良敏折扇面画
规格：20cm×60cm 扇面镜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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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杀二：汝瓷斗笠盏
这款汝瓷斗笠盏造型古朴大

方，采用了原矿玛瑙釉烧制而成，
而非市面上的化工釉，故色泽青
翠华滋，釉汁肥润莹亮。若长时
间使用，则茶色会浸入开片，形成
美丽的茶色纹。

秒杀三：上世纪80年代朱泥
小品莲子壶

规格：容量160cc

这款莲子壶为上世纪80年代
的朱泥小品，老泥料，底款是仿清
代孟惠臣的老款，古朴大方。

秒杀四：清舫《天香清影图》
规格：40cm×52cm，水墨纸本

立轴
画家简介：清舫，别署华文草

堂。日本昭和时期(1926－1989)
画家。此图作于昭和四十年，即
公元1955年，农历乙未年。画笔
清嘉，水墨润雅。为日本原装，红
木轴头。

如您喜欢本期宝贝，那就快
光临艺术市集藏宝箱栏目参与秒
杀吧，周二上午11点准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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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泽首创的茶庄
园新模式是什么？

领奖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
28号报业大厦二楼东厅大河茶社
（工作日10时-18时）

□记者 张弋 通讯员 周刊

核心提示 | 郑州国际珠宝展在众多玉石爱好者的期待和希冀中已经不知不觉走入了第六个年
头。六年之中，郑州玉博会一揽中原深厚的玉石资源，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为珠宝人传递玉石文化，
播种希望、喜迎收获。8月4日-7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将隆重迎来第九届郑州国际玉文化博览
会。300家珠宝商再度聚首，千万珠宝原产地直销，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珠宝盛宴在等你!

艺术市集周二上新——

大火蓝釉色华美 归舟图意境深远

张静宜《归舟图》
规格：22cm×30cm，水墨纸本

镜片（连框）
张静宜(1921－ ）字宝淳，号若

涤。津门闺秀，金石书画名家张牧
石夫人，陈少梅弟子。幼即嗜画，从
陈少梅游，并从业于天津撷芳女子
画社。画擅山水，尤长工笔花蝶，颇
享时名。

此外，本期艺术市集还有于建
华的《翠竹珍禽图》、朱峘的《菖蒲
图》《清供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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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您的心头好吧。

注：艺术市集所有上架商品均
经大河鉴宝专家团队鉴定，保真包
老。

明代永昌通宝当十铜钱
规格：直径3.8cm 厚0.21cm 重14.89g
永昌通宝为明末起义军李自成所铸，存

世稀少。
清代咸丰重宝当十 湖北宝武局
规格：直径3.6cm 厚0.26cm 重17.63g
这枚咸丰重宝磨损较严重，不过包浆浑

厚，钱文厚重，可做挂饰，多财多福。

晚清时期岫玉猴
规格：高3cm 厚1.5cm
这个小岫玉猴，雕工简练，憨态

可掬，包浆圆润，属猴的人可以考虑
入手它。

民国时期青花人物高足贡盘
规格：口径17.7cm 高5.4cm
高足贡盘一般为庙堂上摆放祭

品所用，品质较生活用具高。盘底
图案为福禄寿，分色亮丽，全品相，
做工规整，值得收藏。

民国时期珐琅彩直筒杯
规格：高10.3cm 口径6.8cm
这款直筒杯表面为珐琅彩，颜

色鲜艳明亮，两边分别有龙凤图案，
画工精湛，口部有小磕，但瑕不掩
瑜，依然是美品。

翡翠叶子
规 格 ：高 4.3cm 宽 2.4cm 厚

0.8cm
夏日炎炎，佩戴一枚晶莹剔透

的翡翠叶子在胸口也是极好的，给
人一种清凉感。这个翡翠叶子水头
较好，白中隐隐透绿，做工精细，性
价比很高，非常值得入手。

1958年大火蓝钧瓷瓶
规格：高29.5cm
大火蓝钧瓷瓶一直是瓷器收藏

爱好者的宠儿，这个钧瓷瓶表面开
片细碎，有典型的时代特征。流釉
自然，釉水肥厚，个头大，口有细冲，
适合家中摆放。

清代儿童麻花银手镯一对
规格：内径4.16cm×3.63cm 重

55.37g
儿童佩戴银器，多取其福寿之

意，这对麻花银手镯分量十足，工艺
精细，上面有“福源”的戳记，为银匠
字号。

出口创汇时期万寿粉彩小瓷罐
一对

规格：高6.7cm 口径2.76cm 腹
宽6cm

产自景德镇，釉色鲜艳，画工精
湛，分色亮丽。图案喜庆，罐身分别
有“万”“寿”二字，寓意好，也可当做
茶叶罐使用。

69号藏宝箱——

摇一把折扇 气质立现！
林间，细碎的光
——马明松作品欣赏

个人简介
马明松，1967年8月出生于湖北省英

山县，祖籍河南省淅川县；1991年毕业于
河南大学美术系，1996年毕业于四川美术
学院高研班，199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研究生班，个人简历收录于《中国水彩画
史》。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
术家协会水彩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河南大
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三百家玉商再聚第九届郑州国际玉博会

8月 CBD会展中心见！

展会热线：0371-69177177
微信公众号：千秋玉博会

2017中原首届（国际）佛教文
化暨佛事用品展览会也将于8月4
日-7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隆重
举行。同期活动包括：少林武僧团
功夫表演、大相国寺梵乐团表演、禅
茶香艺、禅服表演、佛教文化与国学
讲座、“千年菩提路”中原名寺展。

在茶叶、紫砂展区，汇聚了百余
家茶企，演绎别样茶文化之美。

大河报作为九届郑州国际珠宝
展的主办单位，见证着其做大做强
的6年历程。大河报对展会的展品
质量、服务等方方面面进行监督，组
委会诚信办展，老百姓放心逛展。

此次郑州玉博会依旧延续历届
免费鉴定服务传统，邀请质检机构
专家坐镇，齐全的设备器材以及职
业鉴定师的多年经验双重把关，给
观众营造舒适放心的购物环境。

8月4日-7日，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将隆重迎来第九届郑州国
际珠宝玉文化博览会。这次续航
归来，郑州国际珠宝展延续以往
国际大展的风格，300家珠宝商，
千万珠宝精彩比拼，在这炎炎盛
夏里，一股精雕细琢的清流将积
聚成海，再次爆发！

本次展会参展展品种类相比

往届更是丰富多彩，不但有天然
去雕饰的玉石类展品，还有精美
绝伦的珠宝首饰一类的大众饰
品，当然还有出自知名玉雕大师
之手的玉牌、手镯、把件、摆件等
各类古玩、收藏艺术品以及其他
相关产品。全部参展商源自玉石
原产地，产品远低于市场价格，是
难得的淘宝收藏良机。

据了解，郑州国际珠宝展历
时6年，已经连续成功举办过八
届。6年之中，郑州国际珠宝展从
精美玉石展品，特色展位，丰富的
价格选择等方面，用心深入到各
个细枝末节，为广大的玉石爱好
者呈现了一场又一场珠宝盛宴。

一年又一年，日渐成熟的全
国珠宝企业在郑州国际珠宝展上
开阔视野、汲取经验、找寻灵感的
同时，也在分享着先进的品牌理
念，表达着成熟的品牌文化，为郑
州乃至国内珠宝品牌的全面辉煌
贡献力量。

禅茶紫砂同期亮相

2017年《世界财富银币
大全》强势来袭，将2017版
世界六大投资银币再次汇
聚，将书写新一轮的银币收
藏传奇！

世界财富银币大全
￥1880/套

世界财富银币大全包括
六枚世界投资银币，分别为
中国熊猫银币、美国鹰洋银
币、加拿大枫叶银币、澳大利
亚袋鼠银币、英国不列颠女
神银币、奥地利维也纳爱乐
乐团银币。6枚银币分别由
各国著名的铸币厂铸造，均
为各自国家的法定货币，所
选用的图案都是各国最具代
表性的文化符号，每一枚都
在全世界范畴内获得了高度
的认可。

为保障银币的品相，世
界六大投资银币用封装币形

式，由专业评级鉴定机构进
行鉴定、评级及封装，确保每
枚都是真品，品相优良。本
套藏品限量发售9999套。

2016加拿大枫叶封装
银币￥298/枚

面值：5加元
纯度：99.99%纯银
直径：38毫米
重量：1 盎司（31.1035

克）
枫叶是加拿大的象征，

枫叶银币自1979年开始发
行，由加拿大皇家造币厂铸
造，皇家造币厂是世界上第
一个铸造出纯度为99.999%
精制金币的造币厂，以精、纯
闻名全球，铸造方面一直技
术领先。

2016年枫叶银币正面
图案为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头像，背面为枫叶图。

加拿大皇家造币厂权威铸造

“枫叶国”的枫叶币
——2016加拿大封装银币

万件珠宝 产地直销

6年办展 品牌盛会

媒体监督 官方鉴定

禅茶一味 禅意生活

瓷杂板块

书画板块

钱币板块
获奖作品

1996年10月《古窑》入选“中国首届
水彩艺术展”

1997年11月《静享夏日》入选“第七
届中国水彩画大展”

1997年12月《古塬暮歌》入选“97中
国青年水彩展”

1998年10月《等着》获“第四届全国
水彩粉画展览”铜奖

2000年10月《石桥》入选“第五届全
国水彩粉画展览”

2001年9月《白色之二》入选“中国水
彩人物画展”

2002年9月《封印》入选“第六届全国
水彩粉画展览”

2002年 5月《西部故事》获“纪念《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优秀作品奖

2003年12月《晴》入选“中国水彩画
写生精品大展”

2004年9月《逝》入选“第十届全国美
术作品展览”

2005年9月《阳光下》获“第七届全国
水彩粉画展览”铜奖

2006年10月《阳光下》入选“中国百
年水彩画展”

2012年12月《林》入选“第十届全国
水彩粉画展”

2014年9月《水之系》入选“第十二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本期寻宝

1958年大火蓝钧瓷瓶

民国青花人物高足盘

张静宜《归舟图》

《淹没在树林中的小村》

《秋到漓江》

《南太行的金秋》

《农家》

《林间》

《乡间》 《深秋》

美大河 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