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曲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彩一支，这您知道；然而中
国戏曲发展成熟是在北宋汴
京，也就是咱河南开封，这您就
不知道了吧？记者也是头回听
说，不信？实物为证啊！正在
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进行的

“中原陶瓷百戏——中原汉唐
宋元戏曲文物特展”，120件戏
曲相关的文物，生动复原了中
原史上戏曲文艺界盛况。

据悉，此次展览由大象陶
瓷博物馆与郑州市华夏文化艺
术博物馆共同举办。展出的
120件文物包括陶俑、砖雕等
类型，从先秦时期到汉唐宋元，
音乐、舞蹈等戏曲舞台上的早
期样式，穿越千年，依然散发着
迷人的艺术魅力和极强的感染
力。

且随小编来感受一把——
先来几张乐队全体照。
队伍阵势不小！成员气质

各异，落差够大，民族、美声，相

声、小品、舞蹈，节目一定丰富。
后排鼓瑟吹笙，前排舞姿

婀娜，配置完整的小型演出团
队啊！接点外单，为贵族寿宴、
大款喜宴制造个气氛，想必生
意不错。

舞俑走的是大唐嘻哈风，
前仰后合，左顾右盼，相互呼
应，衣着夸张，宽袍大袖紧束
腰，舞起来步步生风。

绿釉红陶抚琴俑，高山流
水，知音无觅处，寂寞琴音向
谁？

这红衣舞俑柳腰款摆，华
丽丽的舞袍剪裁得体，身材尽
显。

灰陶舞俑，双人舞，舞步一
致，身姿毕肖，束袍敛容，有一
种规整的美；

三彩胡人舞俑，看这长相，
高鼻深目头发卷儿，就不是本
土演艺圈的，表演风格也别是
一番风貌；

青釉马上乐俑，坐在高头

大马上击鼓吹笙，格外高远有
腔调嘞！

白釉黑彩说唱俑，神情酷
肖岳云鹏，耳畔依稀响起那魔
性的歌声：你比六环少一环，只
比四环多一环……

艾玛！裸体舞俑！！虽然
身材有点浑厚，娱乐精神是可
嘉的，喜感的表情就令人忍俊

不禁！
看罢展出来，观展者个个

儿喜笑颜开——原来文物展也
可以这么好玩，古代的文艺界
也这么有看点！

地点：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
展期：8月25日至12月31日

记者现场参观，发现展品的种
类十分丰富，除了著名的四大名砚
外，还有玉石、石灰石、青铜、青釉
瓷、唐三彩、白陶、灵璧石、菊花石、
尼山石、松花石、潭柘石、贺兰山
石、角石、青田石、水晶、玛瑙、象
牙、青金石、透光石、红木等多种材
质制作的砚台。展品产地几乎遍

布全国各地，西蜀的太保金音石
砚、东夷的尼山砚、岭南的端砚、漠
北的贺兰山石砚、中原的虢州石
砚、台湾的螺溪石砚……此外，还
有来自日本和韩国的砚台。年代、
材质、产地，涵盖之全，实属罕见。

展出的藏品，皆是优中选优的
精品，有些在古代就已十分罕见，

留存到现在更加难能可贵了。例
如洮河石抄手砚，即使在宋代也非
常珍稀。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
集》云：“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绿
石北方最珍贵，绿如兰，润如玉，发
墨不减端溪下岩，在临洮大河深水
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
宝。”足见其珍稀程度。

好砚台，这里藏！
东方翰典文化博物馆东馆开馆
□记者 王惟一

8月26日，以砚文化为主题
的民办博物馆——东方翰典文化
博物馆东馆在郑州经开区中兴产
业园开馆。开馆之际，东方翰典
文化博物馆馆长黄海涛在馆藏砚
中精选200方砚台，举行了一场
“文明的脚印砚台展”，从距今约
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
的研磨器，到当今名家制砚，系
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华砚文化的
发展脉络。

在中国古代，砚的地位
相当高。古人“宁舍一室,
不舍一石”，米芾用一砚换
一套豪宅……除了文人喜
爱之外，皇家、官家也颇为
钟爱砚台。南唐后主李煜
在位期间，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设置了“砚务官”；到了宋
代，“文人皇帝”辈出，宋仁
宗、宋徽宗等留下许多与砚
有关的故事；清代乾隆皇帝
对砚台更是情有独钟，亲自
主持编撰了《西清砚谱》，纪
昀、刘墉等官员也热衷于集
藏名砚。

藏砚，历来是文人墨
客、社会贤达的高雅之事。
收藏砚台既可以用来书写

锦绣文章、治国之策，又可
以修身养性、传承文明。在
黄海涛看来，砚台的收藏鉴
赏，包括对砚的年代识别和
对砚的艺术欣赏，以及围绕
砚创作的一系列砚文化衍
生品，例如全形拓等。“作为
民办博物馆人，传承文化，
我们责无旁贷。东方翰典
文化博物馆秉持博藏、精
研、教化、传承的宗旨，希望
能让更多人了解中原砚文
化，欣赏中华民族的灿烂文
明与艺术瑰宝。”

据了解，在常设的砚台
展之外，东方翰典文化博物
馆还将在馆内设立东方翰
典文化书院，逐步开设琴、

棋、书、画、诗、茶、花、香、
禅、酒、曲等11项“国艺”课
程，以传承和普及优秀传统
文化。

赏砚│大饱眼福

藏砚│高雅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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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从大枝的作品中精
选了5款候选壶，由壶友投票，
最终确定参赛壶型。值得一提
的是，勇禹愿的参赛壶将得到张
红华大师的亲自监制指导哦！

第一款石瓢壶，红皮龙，容
量 200cc，壶型由鲍青原创设
计，又称“鲍青瓢”，线条流畅，小
巧精致，深得壶友喜爱。大枝在
制壶时，想必能对母亲的设计理
念心领神会！这款壶采用的红
皮龙泥料是鲍青多年前存下的，
珍贵稀少，透气性好，泡养变化
后的效果也十分温润。

第二款西施壶采用紫泥，

220cc。作为经典壶型，它玲珑
可爱，线条圆润，适合女性使用，
把玩起来手感很不错哟！

第三款高潘壶采用紫泥，
230cc。壶型古朴大方，壶身上
大枝的刻绘也颇见功力。

第四款半月壶采用清水泥，
260cc。扁扁的半球形壶身，横
截面正是半月状；壶口有细细的
一圈刻绘，简洁优雅。

第五款井栏壶采用段泥，
260cc。淡黄色颇有“小清新”
之感，配上大枝的刻绘，美美哒！

五选一，你最爱哪个？快来
投出你宝贵的一票吧！

如果从 1973年开始算
起，熟茶的历史不过 40 多
年。干茶堆在一起，加水，高
温下经过大约45天的发酵，
生茶便成为熟茶，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渥堆发酵技术。

有人说，渥堆发酵会破
坏茶叶本身的味道，所以，上
好的茶青定是要拿来做生茶
的。殊不知，制生茶易，制熟
茶难。汪泽世讲道：“熟茶最
讲究工艺，许多微妙之处，稍
有不慎，几十吨的料会全部
报废。即便不报废，也会生
霉味、杂味、堆味。选择多年
的熟地进行渥堆发酵，是保
证熟茶品质的关键。新的发
酵房不能马上拿来发酵用，
需要进行养地，除去新地面
的异味。养地的过程甚是繁
复。”

熟茶的渥堆发酵工艺充
满了经验色彩。在这一过程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
界中的微生物，发酵的场所、
空气的温湿度、潮水、翻堆、
开沟等程序的时间都没有十
分严格的标准可
循，也就是说“三分
靠人，七分靠天”。
所以，一个熟茶发
酵师傅技术与经验
的老到程度，对出
品的熟茶品质有着
重要的影响。也正

因为如此，熟茶被很多茶企
视若畏途，不敢轻易尝试。

尽管如此，汪泽世仍然
坚持出品了这款价格亲民、
堪称口粮茶的“昌而厚泽”熟
茶。因为，做有利于茶业界、
造福茶人之事是汪泽世创立
昌泽的初心。“饮茶是我们中
国人的传统，我觉得应该让
更多的人可以喝到真正的好
熟普。”

写到这里，再看那杯中
物，在阳光下愈发红润透亮
的茶汤似乎更加丰满了起
来。斟上一杯，一饮而尽，温
厚醇和的香甜迅速铺满整个
口腔，紧紧抓住每一个味蕾，
仿佛在诉说它从枝头一片新
绿到如今华丽变身的传奇经
历。

普洱的魅力，就在于时
间赋予它的滋味转化——值
得期待，却又充满未知。此
时此刻，你是否也和我一样，
开始期待数年之后，这饼“昌
而厚泽”经由岁月沉淀转化
而出的独特香气呢？

河南省第八届养壶大赛开启选壶模式

大师助阵星四代
春去秋又来，树叶落得比时

间还快，转眼间又是一年养壶大
赛。河南省第八届养壶大赛从本
期开始将进入“选壶模式”，组委
会远赴宜兴精挑细选出的候选
壶，件件都令人爱不释手，“选择
困难症”患者们又要纠结了吧！

率先闪亮登场的，是潜力股
“星四代”、年轻的紫砂工艺员勇
禹愿。她虽然是1993年出生的
超鲜嫩小美女，却已经不算“新
人”，而是养壶大赛壶友们熟悉的
老面孔了。上届大赛，她的玉笠
壶灵动清新，人气超旺，被热情的
壶友们领养一空，今年，她又会给
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有好“戏”，快来看！
“中原陶瓷百戏展”进行中
□记者 王珂 文图

但觉秋风至 熟茶香气来

昌而厚泽
温暖了这个初秋
□记者 蔡莉莎

不知不觉间，微风吹走了
夏日的燥热。在日渐凉爽的
初秋，被绿茶抢了一夏风头的
熟普，又带着红亮饱满的“好气色”重新回归茶室主流。

来，开一饼昌泽茶庄园新近出品的“昌而厚泽”熟
茶，乌褐油润的茶饼看着便让人满心欢喜。煮水、冲泡、
出汤，顿时茶香氤氲。汤色红润透亮，轻啜一口，香气纯
正自然，滋味温厚醇和，满口生津。一杯饮完，绵润滑口
的茶汤让人在微凉的初秋顿觉通体温润舒畅。一款亲
民的好茶，就这样温暖了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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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心
茶茶天天好

时时

新近推出的“昌而厚泽”
熟茶，茶品的名字则是来自
昌泽茶业“大藏于昌，大道天
泽，心怀大千，斟酌乾坤，昌
而厚泽”的企业理念。由昌
泽茶业和福海茶厂合作出
品。尽管是一款价格亲民的
口粮茶，但它的实力可绝对
不容小觑哦！作为中国普洱
茶十大知名品牌之一的福海
茶厂始创于1983年，当时由
原勐海茶厂抽调部分管理人
员和技术骨干组建，积淀了
三十多年后形成自己独特的

熟茶制作工艺，其独到的渥
堆发酵工艺是整个行业的典
范，在业界被誉为“勐海第
一、福海第二”，更有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的美誉。

“上好的熟茶需要用上
好的毛茶发酵，这样滋味才
会醇厚。”昌泽茶业集团董
事长汪泽世介绍，“这款与福
海茶厂合作出品的‘昌而厚
泽'就是选用布朗产区的优质
毛茶原料，后期的转化值得
期待。”

做一款好熟茶，难！

口粮茶也能品出好滋味！

好茶品鉴

●赛事地点：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文德路与鼎
盛街交叉口河南国香茶城商业
文化中心4楼422
●咨询热线：
15036015619
●大河收藏微信小秘书：
dahejianbao999

养壶指南：

根正苗红，才能长出“大
枝”。艺名“大枝”的勇禹愿，是
紫砂世家的“壶四代”，父亲勇跃
军、母亲鲍青皆为国家级高级工
艺美术师；外婆张红华是研究员
级高级工艺美术师、江苏省工艺
美术大师、江苏省陶瓷艺术大
师、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外婆
的老师更是紫砂巨擘顾景舟,妥
妥的“人生赢家”，有木有！

出生于1993年的她，2012
年从中国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
跟随美院导师黄海兰专修中国

画，为制壶和陶刻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后来，她回到家乡，跟随
外婆张红华、母亲鲍青学习制
壶，因对陶刻更感兴趣，曾跟随
陶刻名家顾跃鸣学习陶刻基础
技法，现师从国家级高级工艺美
术师王翔。

天生禀赋、家庭熏陶加上后
天努力，勇禹愿的艺术才气徐徐
彰显，已有厚积薄发之势。受过
正统学院派美术教育的她，能够
将书画艺术巧妙融入壶艺之中，
作品大气清新，点、线、面过渡浑

然一体，形、神、铭、韵相得益彰，
常常可以看到她别具一格的大
胆解构。

如今，刚“出道”不久的勇禹
愿，绝对算是潜力股。从艺术角
度看，勇禹愿的壶艺得到名师指
点，进步神速，本次参赛壶更将
由外婆张红华大师亲自监制，自
带明星光环；从收藏投资角度
看，紫砂世家传人的作品往往有
巨大的市场潜力，在未来有很好
的升值空间。艺术潜力加升值
潜力，给你一个选大枝的理由！

“星四代”大枝 妥妥的潜力股

参赛壶五选一 等你来投票
投票方式：
1.关注“大河报大河收藏”微信
公众号，进入相关文章链接进
行投票。
2.发送短信至15036015619参
与投票。

业内动态

□记者 王惟一 文图

青铜砚台

唐代青花砚台

清代菊花石砚

井栏壶 石瓢壶

高潘壶 西施壶 半月壶

灰陶舞俑
说唱俑

灰陶舞俑

裸体舞俑

红衣舞俑

抚琴俑

陶俑乐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