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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润心

茶茶天天好
时时

品鉴地点：
昌泽茶庄园（郑州龙湖

中环路与九如路交会处，向
东 100 米路北侧，龙湖壹号
院103号）

品鉴热线：
0371—55556288

静室雅集 可以清心

相比西方沙龙的热闹，相
比民国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之
盛名，昌泽雅集但取一“雅”
字。二三友人，业内资深，得此
一方静室，聊聊天，喝喝茶，话
题随意，不拘样式，如此闲坐，
甚好。

当日嘉宾，一位是河南省
书画收藏协会主席胡聚堂，一
位是郑州市古琴艺术协会会长
李一凡。座中有佳士，杯中有
佳茗，四壁有书画，赏画听琴，
可以悦目，可以洗耳，可以清
心。

画中有乐 乐中有画

七年2010昌泽有机老白
茶煮上一壶，满室甜香，喝得通
透，便来享耳福。一凡老师现
场抚琴两曲，一曲《鹤鸣九皋》，
声闻于野，幽趣满怀，高翔云端
的姿态如在眼前；一曲《平沙落
雁》，辽远，空旷，极富画面感。

古琴，已知的记载商代即
有。李一凡说，最早的音乐起
源于巫文化，用以与天地沟
通。早期的音乐有庙堂祭祀
乐、宫廷乐，古琴曲《神人畅》即
为代表。后来则演变出更多的
题材。古琴作为古代文人雅士
必需装备，所谓“左琴右书”，承
载了古代文人雅士的情趣、志

向、精神追求。在今天留存下
来的洋洋三千多首古琴曲中，
我们可以体味到丰富的内容。
《广陵散》的慷慨悲歌，孤愤弃
绝；《高山流水》的复返自然；
《梅花三弄》的峰回路转；《忆故
人》的思绪万千……

中国古乐器的“八音”——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这
八种材质制成的各种乐器，基
本尽已失传，至今保留原貌且
有大量曲谱留存、真正“活着”
的，仅古琴一种。嵇康曾有“八
音之中丝为最”的赞誉，即指古
琴。

古琴是古代书画的重要题
材，童子抱琴、高士抚琴、携琴
访友，是非常常见的题材。具
深厚书画造诣的胡聚堂老师，
被李一凡的现场弹奏深深陶
醉，“聆琴音于静室，古人诚不
欺我！”作为书画中人，从琴曲
中分明听出了真实的画面感。

“所以中国音乐与中国书画是
相通的，完美契合的，书画是视
觉艺术，然而其中也是有节奏
的，视觉上的节奏。”

《平沙落雁》是胡老师点名
要听的曲目，一曲听罢，胡老师
连赞“好听”，与大家分享了一
段典故：此曲直接出自北宋宋
迪的八条屏画作《潇湘八景》，

“平沙落雁”乃八景中的一景，
古琴人赏罢此作必有所感，将
此景演绎成古琴曲流传下来。

心中有画，亲聆此曲，完了心
愿，胡老师甚是喜欢。惜乎《潇
湘八景》久经流转，仅余四幅，
且漂泊至日本，如今被日本视
为国宝珍藏。

聆听艺术 可以教化

书画与音乐作为艺术之一
种，皆有教化功能。而此教化
并非直白说教，潜移默化，润物
无声，浸淫久了，自然格调不
同。

艺术作品承载了艺术家的
感情宣泄、精神诉求，艺术让人
心灵达到自由之境界。读者通
过欣赏、品读，有所领悟，有所
触发，得到耳目的愉悦与精神
的疗愈。马云“爸爸”前几天不
是说了吗——未来三十年，不
学艺术的人将找不到工作。文
化、艺术对于生存的作用也许
不会如此直接，它不能当饭吃，
却如同阳光、空气和水，是完整
人格形成的重要途径和组成部
分，是人生大智慧，是幸福指数
助推剂。

中国山水画有“三远”——
高远、深远、平远，文人最喜平
远，以其最为开阔，无高远之压
抑，无深远之莫测，山一程，水
一程，达至淡然人生的理想境
界。

茶至通透，语至半酣，暑热
尽退，雅集方散。

它那质朴原始的外形，犹如

一位大智若愚的、洞破沧桑的
老者，高冲之下，血珀般红润的
茶汤优美地旋转泛起，一杯下
去，那馥郁的药香即刻温暖了
你了的胃、你的心。

它的原料来自福鼎太姥山
国家5A级景区，那里峰峦环
抱，群峰竞翠，千亩古白茶树生
态园是这天然秀丽的山水画中
最养眼养心的风景，而昌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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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白茶基地。这款寿眉散茶
为2010年春季采摘的有机古
树白茶鲜叶，历经自然萎凋等
传统制茶工艺，专业仓储三年
之后才于2013年首次推出面
市，时至今日，已是七年老茶。

此款茶，荷香韵十足，茶汤
红艳，顺滑甘香，隐约中有药香
泛起。

在大河茶空间，河南省陶瓷艺术
大师张运增将带来他精心制作的“中
原烧”系列纯手工柴烧陶瓷茶具。
壶、盖碗、单杯、公道杯、壶承、茶罐、
花插……带着天然落灰与火焰灼烧
出的独特美感，以系列方阵呈现，一
展中原茶具的风采。

柴烧茶具烧成率相对较低，艺术
效果十分灵动别致，有一种流动的美
感，件件都是孤品，弥足珍贵。在张
运增看来，所谓中原烧，就是依托河
南的矿石资源和文化底蕴，融入自己

的想法，通过对矿物的再分析、对火
焰的再理解，创造出全新的陶瓷烧
法，做出全新风格的作品。

张运增此前的作品多是单杯、单
壶，没有形成系列，而本次在大河茶
空间亮相，他将带来自己套系作品的
开山之作——玛瑙釉系的“玛瑙红”
和“月光白”。“我之前调制过大概
600多种釉料，从现在开始慢慢梳
理，计划先把玛瑙釉系完成，再推出
更多套系。”张运增说。

玛瑙釉系，并不是像市面上一些

“玛瑙釉”瓷器一样，采用玛瑙入釉，
而是指烧出来的效果充满光泽，玉质
感强，珠光宝气，有玛瑙的感觉。把
陶瓷烧出这样的质感，实在难得，本
次大河茶空间的活动中，这些玛瑙釉
系的作品将按套系进行展示，包含各
种器型，一定令你大饱眼福。

张运增还为读者们准备了一大
批奖品——幸运大奖将是价值万元
左右的“玛瑙红”陶瓷作品，一二三等
奖和读者奖则是各式各样的纯手工
单杯，就等你来抽！

此外，现场还有大河鉴宝书画鉴
定专家于建华带来的折扇。湘妃竹、
梅鹿竹的扇骨，写着诗句、绘着罗汉
的扇面……拿在手里，禅茶一味，既
是实用的纳凉利器，也是彰显品位的
清雅装饰。

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去“大河茶
空间”感受一番了呢？请大家持续关
注每周二大河收藏以及“大河报大河
收藏”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了解大
河茶空间抽奖详情哟！

这对北宋定窑瓷人是河南
省陶瓷文化研究会会员的藏
品，小巧精致，高七八厘米，人
物腿部蜷曲，半坐在地，双手作
揖，看起来像是落座之前行礼
的样子。俩人都戴着帽子，其
中一人的帽子上还插着两朵花
呢！

一个大男人，头上戴朵花，
让人感觉怪怪的。不过，这可
是宋代最流行的 style！《水浒
传》里，就有好几位“花美男”：
病关索杨雄“鬓边爱插芙蓉
花”，浪子燕青“鬓边长插四季
花”，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
巾，鬓边插朵石榴花”，蔡庆生
来爱戴一枝花，人称“一枝花蔡
庆”……

不仅这些江湖人士、绿林
好汉喜欢戴花，就连当时的皇

帝也好这一口。宋徽宗每次出
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
乘马”；每逢重大节庆，皇帝还
会赐花给臣僚，正如杨万里诗
中描述的场景：“春色何须羯鼓
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
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被皇帝赐花，在宋代绝对
是一种殊荣。有一年，宋真宗
准备去泰山封禅，出发前夕给
陈尧叟、马知节封了官，趁着心
情好，就拉上这俩人一起喝了
顿酒。喝high了的宋真宗从自
己头上取下一朵名贵的牡丹，
亲手给陈尧叟戴上，让陈尧叟
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的，受宠若
惊，感激涕零。喝完酒回家路
上，一阵风吹来把花瓣吹掉了
一片，陈尧叟赶紧叫侍从拾起
来，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还

说：“此乃官家所赐，不可弃
之。”

头上戴的花，有时也是阶
级和身份的象征。《水浒传》有
一回“柴进簪花入禁苑”，讲的
就是宋徽宗上元节出游，宫禁
值班人员“幞头边各簪翠叶花
一朵”，相当于通行证，小旋风
柴进机智地骗来一朵，混进了
睿思殿。

总之，宋代男人喜欢戴花，
或是直接戴在鬓间，或是插在
帽子上，各种“放飞自我”。即
使老了，也依然不忘戴花：“黄
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
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
花倒著冠。身健在，且加餐。
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
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一杯香茶 两支琴曲 数幅书画 聊以消暑

静室有雅士 解艺可清心
□记者 王珂 文 洪符 摄影

品茶 赏瓷 玩扇 抽奖——

大河报庆生 茶空间献礼
□记者 王惟一 文图

高古瓷 意趣多——
宋代“花美男”有型又有范儿
□记者 王惟一（图片为河南省陶瓷文化研究会藏品）

艺术市集周二上新——

清代笔筒清雅大气 汉代陶猪霸气威武
□记者 张弋 文图

8月1日，大河报即将迎
来22岁生日。为了庆生，大
河收藏给读者们精心准备了
一份大福利——逛大河茶空
间，赏中原柴烧，品昌泽茶，几
百份好礼免费送！

8月4日至7日，由大河
报大河收藏文创事业部精心
打造的“大河茶空间”将在第
九届郑州国际玉文化博览会
上惊艳亮相。精品好茶、柴烧
茶具、书画扇子三大元素在这
个小而美的空间里相互融合，
在炎炎夏日为你送来一份清
凉。

在记者平日工作中，不少藏友曾
向记者吐槽，“收藏圈太难混了，没十
几年功力根本看不出真假，如果有行
家带着玩就好了，也少交不少学
费”。想不交学费玩转收藏？那就快
来“大河收藏艺术市集”吧，在这里，
无论是精品还是小玩意儿，要啥有
啥！而且均经大河鉴宝专家团队鉴
定，保真包老。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品香茗——如此和谐一幕，正是上周
日昌泽茶庄园古琴雅集的生动写照。一杯香茶，两支琴曲，数幅书画，聊以消暑。

昌泽2010有机寿眉解读

《大河收藏》周刊、河南省陶瓷文化研究会联合推出
河南民间珍宝档案

大河茶空间里，最不缺的就是好
茶。今年3月，大河报与昌泽茶业正
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如今“小伙
伴”过生日，昌泽早早便备好了丰厚
大礼——数百份好茶，免费送给大河
报读者！

起步于广州的昌泽茶业从2003

年发展至今，已在全国拥有200多家
专卖店，40余家直营店，研发、经营
多达400余款茶品，拥有万亩有机茶
基地，是国内知名的实力茶企。如
今，昌泽茶业与大河报社进行战略合
作，两者以位于郑州龙湖壹号的“昌
泽茶庄园品牌全国运营中心”“大河

昌泽茶文化体验馆”为基地，整合渠
道资源，共同布局茶产业链。

此次，我们从昌泽400余款茶品
中优中选优，挑出数款口味绝佳的白
茶、普洱，请你坐下来喝杯好茶。品
完茶，还能免费抽个奖，幸运大奖是
价值近万元的好茶哟！此外，还有一

二三等奖和读者奖，奖品包括昌泽易
武大树、老班章、高山寿眉、高级白牡
丹等经典好茶，以及大河昌泽合作款
布朗大树茶，中奖率高破天际！

燥热的八月，坐在大河茶空间喝
一杯清热解暑的生普或白茶，抽个大
奖，再去逛逛展会，真是棒棒哒！

品大河好茶

赏中原柴烧

大河藏宝

【本期珍宝】

清光绪仿康熙窑变釉笔筒
规格：口径19cm 高15cm

这个笔筒为光绪时期仿康熙风
格作品，窑变自然，釉色鲜艳，没有一
点瑕疵。底部为玉璧形圈足，形如玉
璧，是唐代中、晚期流行足式之一。
造型优雅大方，值得收藏。

【瓷杂板块】

汉代灰陶猪
规格：长15cm 高7cm

这尊汉代灰陶猪品相一流，野猪
形象，威武霸气，造型生动形象。

晚清料器囍字牌
规格：高4cm 宽3.47cm 厚0.55cm

说到结婚送礼，没有什么比这件
料器囍字牌更合适的了。料器质地
红润，正符合了结婚喜庆的气氛，全
美品。

【书画板块】

洪丕谟《源远流长》
规格：23×35cm，水墨纸本单片

画家简介：洪丕谟(1940～2005)
法名妙摩，浙江慈溪人，定居上海。
著名学者、书法家、书画理论家、佛学
家、命相学家、作家、文化名人。书法
有“洪体”之称。生前为上海华东政
法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
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

【周二秒杀】

秒杀一：《朱砂弥勒菩萨 行书》湘妃
竹红斑扇骨成扇
规格：九寸十六档

扇骨斑花漂亮，稀有难得。朱砂
为陈年旧藏，色彩古雅，且避邪呈
祥。夏天了，玩扇子吧！

秒杀二：运增窑柴烧茶杯
这款柴烧茶杯出自河南省陶瓷

艺术大师张运增之手，胎体厚重，分

量十足，杯底有着奇幻的窑变，非常
漂亮。

秒杀三：运增窑钧瓷茶盏
个头较大，胎体较薄，杯中施天

青釉，配茶汤刚刚好！

秒杀四：昌泽2013高级白牡丹
规格：357g/饼

众所周知，白茶一年茶，三年药，
七年宝，这款“昌泽2013高级白牡丹”
至今已存放四年，金亮油润的茶汤，
滋味浓郁，香气高扬，仅是干茶，就能
闻到芬芳的花香。

除此之外，本期艺术市集还有民
国时期的翡翠袈裟环、翠弥勒、严庆
祥的《水仙图》、吴寿华的《月影梅花
图》，欢迎进入市集选购！

如您喜欢本期的宝贝，请关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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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收藏艺术市集所有上架
藏品均经大河鉴宝专家团队鉴定，保
真包老。

昌泽雅集

众人在袅袅茶香中聆听古琴曲

清光绪仿康熙窑变釉笔筒
汉代灰陶猪

晚清料器囍字牌

洪丕谟《源远流长》

北宋定窑瓷人

张运增“中原烧”系列纯手工柴烧陶瓷茶具 大河报定制款布朗大树茶一生一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