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大河 宝箱

□记者 张弋

近日郑州又恢复了往日的炎热，烈日当头，一出门就汗流浃
背，烤得人心烦意乱，恨不得给自己再加把孜然。若想解暑，除了
吃西瓜调节体温之外，您还可以盘点古玩安心凝神。

□记者 张弋

参加了多届养壶大赛的紫砂工艺师张志
才，可谓是中原壶友圈中的红人——他的曼
生十八式接连亮相数届养壶大赛，每次亮相
都被壶友们争相追捧。本届养壶大赛，记者
更是领养了他的“笠荫壶”。本期藏宝箱，我
们精选了张志才的一款降坡泥“秋水”，低价
等您来秒杀！

秒杀一：张志才“秋水壶”
规格：200cc 降坡泥
上世纪90年代初，宜兴为了开通丁山至

宜兴的“陶都路”，无意中在挖坡过程中发现
了部分原矿紫砂，因此把这种紫砂取名为“降
坡泥”。它的发现纯属偶然，且存量稀少，如
今路已建好，“降坡泥”也因为工程的完工而
绝迹。它透气性佳，热淋变色率高，稍一泡养
就会出包浆。这把秋水壶记者在日光下拍摄

照片，在阳光下它愈发红润，令人爱不释手。
现在原价1800的它666元秒杀，还不快来？

秒杀二：于建华《朱砂罗汉行书》
湘妃竹扇骨成扇，9寸16档红斑扇骨，斑

花漂亮，稀有难得。上书“心气和平事理通
达，德性坚定，品节详明”，背面则是以朱砂绘
成的居士像，上书“扬眉注目，拊膝横拂”，为
苏东坡居士法语。品相一流。

秒杀三：运增窑柴烧胭脂红碗
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张运增全手工制作

的这款柴烧胭脂红碗釉色千变万化，釉厚胎
重，古朴大方，男士使用非常合适。

秒杀四：运增窑柴烧玛瑙红水丞
它同样出自张运增之手，表面覆盖玛瑙

红釉，厚重不失艳丽，也可做公杯使用。
如您喜欢它们，快进入我们的“艺术市

集”吧！周二中午11点准时开始秒杀，为期
一天哦！

□记者 王珂

大河收藏文创事业部拟联合省内艺
术院校与美术界人士，面向全社会开设艺
术培训课程。经过精心筹备，将于本周六
上午9点半，在大河报六楼会议室开设一
堂免费试听课，20个名额，有意者请速拨
打报名电话预订。

试听课将由大河问艺首期班主讲老
师陈文利教授亲自授课。陈教授是我省
知名画家，具备深厚中国画功底，并长期
在美术教学一线，是实力派作者且教学经
验丰富。陈教授将针对初级学员开设专
门课程，普及中国画基本理论知识，并传
授基本绘画技法。工笔花鸟是中国画重
要一支，极具装饰性、观赏性，且易于上
手,因此，大河问艺首期班开设花鸟画课
程，为期20个课时，时间安排在周六进行，
零基础入手。随着课程的深入，并根据报
名者基础与意愿，今后将陆续开设其他课
程，或调整课时安排，逐步深入。欢迎读
者朋友致电或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告
知我们您的意愿，想听什么课，想学哪个
画种，在时间安排上有什么要求，对老师
有什么要求，等等。此外，大河问艺还将
不定期安排课外教学，课堂将拓展到各个
美术馆、博物馆等办展现场，实地讲授鉴
赏课程。

本周六，陈教授将带来一堂图文并茂
的现场讲座，并在现场即兴创作，为学员
们演示中国画创作技法。欢迎报名免费
试听！

具体事项：
试听课时间：本周六（6月24日）上午

9点半~11点半
听课地点：农业路东28号河南日报报

业大厦 大河报社六楼会议室
报名电话：13837195650（或短信报

名）
微信报名：“大河报大河收藏”微信公

众号后台报名或咨询。

□记者 王珂
特邀主讲：河南省书画收藏协会主席 胡
聚堂（图片为河南省书画收藏协会藏品）

在中华文化中鱼是吉祥动物，人们
常以鱼为余，自古就有“年年有余”“吉庆
有余”之说。“金鱼”又与“金玉”谐音，因
此古人就把金鱼作为“金玉满堂”的美好
象征，以寄托对和平、富足生活的向往。

二十世纪初，生于苏州书香门第的
吴作人先生，属于书卷型画家，风流儒雅
世所公认，但却没有文人的孤高行为表
现，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一直在努力争
取“大雅”与“通俗”的和谐统一，所作无
论骆驼、牦牛、雄鹰、天鹅、熊猫、金鱼，皆
以清明、大度、进取、和平、雄强的精神力
量，给人以心灵和道德的净化。

此幅创作于1989年的金鱼小品，取
名为《池趣图》，画面简洁，构图独特，焦
点集中于位于顶部中央的荷花，几片莲
叶像众星捧月一样分布在花的周围，疏
密有致，顾盼多姿，三尾金鱼似乎在力争
上游，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进。画面
下半部大面积留白，虽不着墨，但池水涟
漪，清澈见底之境尽在其中，给人留下无

限的想象空间。画的主角是金鱼，因此
作者在描绘时尤为讲究，娴熟地运用自
己独创的家法，以不同的色彩，适当添入
水墨，行笔时从鱼腹到鱼尾仅用一笔即
一连到底，画金鱼背鳍、眼珠等也是一笔
到位，立见墨分五色、异彩纷呈，神态各
异，惟妙惟肖，使金鱼不仅有动态美，更
具形体美，似动似静，悠然自得。

有评论说，当代画坛画金鱼的名家
当推吴作人先生为第一。凡读懂他金鱼
国画的人无不为其画中的神韵所折服而
拍案叫绝。这种特有的魅力，是吴先生
通过对艺术法则的独到把握传达到笔端
的，在对虚与实、黑与白、简与繁、抽象与
具象的处理上，都显示了他调度自如的
能力，这些又都有赖于其学贯中西的造
型能力、书法功力及诗人情怀。“金玉满
堂”是大多数人共有的愿望，而家国的富
强与世界的大同首先就在这些共同的向
往中求得。看看画面中游戏鳞儿的闲情
逸态，不正是吴氏晚年心境安然、相忘江
湖、信步闲庭的生活写照吗？这也许正
是作者的“真趣”所在。

吴氏的金鱼题材作品历来深受藏家
喜爱，价格不断攀升，前景被普遍看好。

□记者 张弋（图片由河南省陶瓷文化研究会提供）

提起喝茶，人们印象中似乎都是南方人的专利。人们所熟
知的福鼎白茶、西湖龙井、武夷岩茶包括云南普洱均是产自中
国南方地区，古代北方人难道就不喝茶吗？近日，记者终于解
开了这个久存心中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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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任 丁艳敏 本刊统筹 宋璟瑶 责编王珂 美编 唐鼎

大河收藏
《大河收藏》邮箱：dhsc2012@126.com

星期二 AⅡ·08~12版

古代北方人也喝茶——

从一方茶缶看南北朝的茶生活

记者在网上看到了一些魏晋南北朝时期
饮茶的一些说法，其中有不少人表示，当时煮
茶盛行，与名士喜食“寒食散”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寒食散又称五石散，其药方始于汉
人，由魏人何晏首先服用。寒食散药性燥热，
服后使人全身发热，并产生一种迷惑人心的短
期效应，实际上是一种慢性中毒。传说何晏耽

声好色，服了寒食散后，顿觉神明开朗，体力
增强，在他的带动下，寒食散广为流传。

据了解。服寒食散是魏晋上流社会的流
行风俗，服用后会产生巨大的内热，散发不当
则会夺人性命，所以必须吃冷饭，喝热饮，魏
晋时期名臣、著名地图学家裴秀就是因为饮
了冷酒丧了命。

在陶瓷研究会记者还看到了一方奇怪的
茶杯，它不同于我们平时常见的茶瓯、茶杯。
它高10cm，口径10cm，盏与托相连，喇叭状
圈足。张保庆介绍，这是北朝时期相州窑的
托盏，在那个时期，茶已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饮茶风气盛行也使
人们对茶具的需要与日俱增，与饮茶有关的

器具大量出现，托盏成为专用的饮茶器具。
当时，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而杯托连体的托
盏可置于地上，方便使用。

张保庆表示，安阳在南北朝时期曾是东
魏、北齐的都城，可以说是北朝的经济文化中
心，而相州窑正好位于安阳，这足以证明北方
地区至少在汉魏时期就有了茶生活。

上周，在河南省陶瓷文化研究会的展室
里，记者看到了一口直径21cm，高9cm的

“陶锅”，本以为也就是个普通的生活器具，除
了釉色鲜亮，开片细碎之外，并没有什么特
点。“又不是什么值钱物什，摆这儿干吗？”“你
可别小看这口破锅。”河南省陶瓷文化研究会
秘书长张保庆笑着说，“虽然它的经济价值不
是很高，但是历史文化价值可不低呢，它是南
北朝时期安阳相州窑的茶缶，可不是普通的
锅！”

茶缶？看来这是茶具没跑了，可是这
么大的茶具，做什么用的呢？张保庆告诉
记者，如今的泡茶方式起源于明代，也叫“撮
泡法”，指的是把茶置于茶壶或盖碗中，以

沸水冲泡，再分到茶瓯或者茶杯中饮用。
而早在一千五百年前的南北朝时期，那时候
还没有制茶方法出现，人们往往是直接采
茶树生叶烹煮成羹汤而饮，也就是所谓的

“煮茶法”。在茶圣陆羽的《茶经·五之煮》
中曾有记载“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
荷汁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
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简而言之，就
是把茶叶捣成粉末状，再加入葱、姜、蒜、桂
皮等辅料煎煮，和现在咱河南的小吃武陟油
茶可以说是非常像。张保庆说，这个茶缶下
面应该还有一个配套的风炉，在风炉中放入
木炭，起火煮茶，基本可以还原当时人们的
茶生活。

大河问艺国画花鸟初级班
开课在即

免费试听课
报名啦！
本周六，20个名额，速抢！

“金玉满堂”探吴门
——吴作人《池趣图》赏析

艺术市集周二上新——

美泉厚重 花鸟明丽

陈明霞《花鸟图》
规格：138cm×34cm，设色纸

本单片
画家简介：陈明霞，字云芳，

江苏扬州人。民国二十三年
(1934)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工
金石篆刻、诗文书画，成绩优异，
被称誉为“学霸”。画善山水松
石，花鸟鱼虫，“修洁雅淡，工整古
朴”，《民国书画家汇传》有载。

刘慎旃《牡丹图》
规格：83cm×28cm，设色纸

本立轴
画 家 简 介 ：刘 慎 旃

(1909-1991)亦名慎，字眘旃。安
徽巢湖人。民国时毕业于上海美

专，以中国画驰名。1933年后在
上海美专、中国文艺学院、新华艺
专任教。专攻花鸟画，亦工书法，
行草书笔端圆厚，遒劲流动，独具
一格。隶书直入汉隶，古朴典
雅。复善古诗文，精鉴别。

此外，本期艺术市集还有战
国时期的明字刀币、宋代铜錾子、
日本寿贺《羽毛画赞》等您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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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聊天界面下方的艺术
市集，即可收藏您心爱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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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掐丝珐琅彩茶盒
规格：高9.5cm 口径10.5cm
这件掐丝珐琅彩茶盒工艺精

细，保存较好，红底搭配白色的花
草，别有一番景象。

清末五彩描金茶杯
规格：口径6.5cm 高4cm
当三五茶友相聚茶聊的时

候，拥有一款别致的私人茶杯绝
对是资深茶人的象征，花口茶杯
造型别致，瓷白胎薄，是一件不可

多得的喝茶利器。
北周 永通万国
规 格 ：直 径 2.81cm 厚

0.16cm 重3.8g
永通万国是中国古代钱币的

一种，连同布泉、五行大布并称
北周三大美泉，字廓深峻，形体
厚重，钱文和铸工均臻妙境，堪
称“北周三品”之首。其铸造工
艺不仅在南北朝，乃至世界铸币
工艺史上，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
高度。

70号藏宝箱开启——

美壶 茶碗 雅扇

胡老师说画

吴作人，1908年生于苏州，1926年入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建筑系，1927年至
1930年先后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
系，师从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早年攻素描、油画，功力深厚，间作国画富于生活
情趣，晚年专攻国画，境界开阔，寓意深远，具有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1958年
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85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97年逝世。

【书画板块】

【瓷杂板块】

器物上的茶史

>>锅一样的茶具：陶釉茶缶

>>杯托连体的茶杯：托盏

>>喝茶是被逼无奈？

张志才“秋水壶”

吴作人《池趣图》

南北朝时期釉陶茶缶

北朝托盏

北朝绿釉联珠纹茶瓯

陈文利作品

民国时期掐丝珐琅彩茶盒

清末五彩描金茶杯北周 永通万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