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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玛瑙牡丹帽花
规格：长4cm宽3cm厚0.2cm

这是一朵红彤彤的牡丹花，
花瓣层层叠叠，富有层次感。包
浆圆润，品相一流，美不胜收。

民国时期青花盘
规格：直径12cm

这个青花盘小巧精致，画工
精细，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品相
完好，做家中摆件也是一景。

清代缠丝玛瑙珠
规格：直径2cm

如果您的手串上还缺一些点
缀，那入手这个缠丝玛瑙珠再合
适不过了，色泽鲜艳，个头较大，
物有所值。

清代和田玉帽花
规格：长5.8cm高3.6cm

这朵帽花材质为标准的和田
玉，少见的双面雕工，玉质温润，
很薄，这就更加大了雕刻难度，值
得收藏。

于熙学《行书诗》
规格：两页，25cm×18cm 27cm×
15cm水墨纸本双挖镜片

作者简介：于熙学，字无学，
号秋溟，山东文登人。清康熙五
十六年（1717）副贡生。出官工
部虞衡司郎中（五品）。工诗，颇
享盛名，有著作刊行。工书，书法
唐人，师法欧阳询、柳公权，甚得
风貌。

周树声《行书》
规格：137cm×33cm 水墨纸本单
片

作者简介：周树声(1890～
1986)，号澹庐居士。河南开封
人。民国时曾任上海会丈局局
长、焦作中原煤矿公司董事长、立

法委员等。工诗文，善书法。著
有《澹庐诗钞》《游日随笔》《十年
论政》等。

秒杀一：2016年“静听兰韵”古树
生普龙珠（限量2提）
规格：300g/盒（40颗龙珠）

原料采自平均海拔1800米
的景迈古茶山中。细品静听兰
韵，香扬水柔，回甘好、生津快，虽
是生茶却完全无苦涩味，茶汤醇
和绵润，昌泽茶人还匠心独运将
其特有的野生兰香激发出来，那
是一种山野之香，一种雨林之香，
一种王者之香，是令人可回味可
倾诉的兰香，故取名“静听兰韵”。

一颗7.5克，一次冲泡一颗，
方便快捷，无论上班出差，还是旅
游聚会，免去繁琐的撬茶步骤，为
您节省了包中存放各种泡茶器皿
的空间！

秒杀二：昌泽2017白毫银针（限
量1提）
规格：5g×12袋

这款昌泽·2017白毫银针选
用了来自昌泽茶庄园在太姥山景
区内的500亩古树老白茶基地，
其茶树均为原种白茶树种，无任
何污染，野生自然状态下自由生
长。干茶芽头肥壮，白毫光润，挺
直如针，品饮起来清鲜爽口，汤味
醇厚，香气清芬。

昌泽坚持其白毫银针的采摘
期仅为明前头一两轮，只采新梢
上肥壮饱满的单芽，经特殊白茶
工艺精心制作而成。

秒杀三：蒋青融《寒香图》
规格：70cm×45cm设色纸本镜片

画家简介：蒋青融(1921～)，
湖南常德人，定居台湾。民国三
十五年(1946)毕业于益阳南京美
专，师承高希舜、章毅然，专攻中
国水墨画，尤善画梅，清脱雅逸，
不胫而走。

秒杀四：“运增窑”全手工小茶杯
这个小茶杯是河南省陶瓷艺

术大师张运增作品，全手工拉坯，
柴窑烧制，个头不大，可做私人随
身小口杯，底部有款，性价比很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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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仪的宝贝吧。在艺术市集中有
消费记录，即可成为我们的星级
客户，享受每季度一次的抽奖活
动，奖品丰厚，机不可失！

注：艺术市集所有上架藏品
均经大河鉴宝专家团队鉴定，品
相如图，保真包老。

中秋即将月圆，好茶自来相
伴。近日，一款包装十分雅致的
茶中珍品出现在昌泽茶庄园，格
外引人注目，它便是昌泽2017
白毫银针，而这款茶来自福建太
姥山国家5A级景区昌泽专属
500亩古白茶树生态园。

古往今来，我国的历代贡
茶、传统茶，以及当代所创制的
名茶等，都具有明显的地理区域
特征，其产品质量与特定生产加
工区域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
条件密切相关。福鼎作为白茶
的原产地，无论是“白茶之母蓝
姑”的传说，还是“太姥山区存在
高大野生古茶树群落”的实证，
都证明福鼎太姥山是白茶的发
源地，太姥山是名副其实的“白
茶山”。

在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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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泽茶庄园主人汪泽世精心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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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的休养生息提供了最理想的
生态环境。

纯正的“血统”，是白茶高贵
出身的佐证。昌泽茶庄园在太
姥山景区内这500亩古树老白

茶基地，其茶树均为原种白茶树
种，非嫁接培育，属有性繁殖茶
树，海拔最高的茶园培植地，距
福鼎白茶母树与福鼎白茶茶神
太姥娘娘最近，无任何污染野生
自然状态下自由生长，茶树叶冠
距地面约3米，树龄平均为80
年以上。因而，此山此树此茶，
是难得的好！

说起白茶，便不得不提其中
翘楚——白毫银针，它以极为苛
刻的采摘标准，美轮美奂的标致
外形，无与伦比的感官享受，坐
稳白茶中的头把交椅。白毫银

针干茶芽头肥壮，白毫光润，挺
直如针，品饮起来清鲜爽口，汤
味醇厚，香气清芬。由于其茶芽
为白毫覆被，银装素裹，熠熠闪
光，令人赏心悦目，便有人形容
白毫银针为“茶中美人”。而昌
泽银针这位“美人”，因生在太姥
娘娘脚下，占尽天时地利，就像
一位皇家的公主，更是多了几分
尊贵，几分灵气。

空口无凭，取一小罐2017
昌泽白毫银针试泡，随着水流的
注入，一股山野香气瞬间荡漾开
来，盖碗中的芽头上下翻飞，芽
芽挺立，品饮起来毫香浓郁，滋
味清鲜纯正，喉韵清雅悠长。汪
董向我们介绍，昌泽坚持其白毫
银针的采摘期仅为明前头一两
轮，只采新梢上肥壮饱满的单
芽，经特殊白茶工艺精心制作而
成。因为白毫银针的采制期，一
般一年内只有清明之前的十多
天，时间一过，银针的茶芽就舒
展开来，只能做白牡丹了，所以，
仅用春茶头一两轮的银针制作，
产量非常有限的白毫银针就极
其珍罕了。

让我们品一杯银针美人，在
茶中体味岁月的积淀，在心间感
悟茶人的匠心吧。

谢老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初期开始自学国画，纵观他一
生的国画创作选题与表现，应
该说都是积极向上的。他画
的每一幅画均从美术作品的
社会功能出发，注重作品的审
美高度和教育价值。内容以
歌颂自然美、生活美为主旨，
无论是花木果蔬、灵禽草虫，
还是崇山峻岭、江河奔腾以及
工地人物，他都运用明朗、刚
健、饱满的笔墨色彩，努力展
示其鲜活的生命力。即便画
古代人物，也是着意表现积极
向上的浪漫主义动势，或飞奔
前进，或仰天长啸，或举杯邀
月，表情生动，衣裾飘飞，通过

充满生机活力的画面，给人以
振奋。体现了画家对对生活
的热爱和对太平盛世的向往。

尤其他画的黄河组画：
《黄河在前进》《黄河入海流》
《中流砥柱》等，运用国画散点
透视的构图方式，对河中和两
岸的主要景观加以剪裁、拼
接、概括，于尺幅之间凸显黄
河形而上的魂魄。可以说，这
些黄河题材的作品既有奔腾
咆哮的威力，也有一泻千里的
壮阔，既有怪石狂涛的奇谲，
也有尽收眼底的坦荡。更有
《大河上下浩浩长春》，将最具
代表性的壶口瀑布、龙门、中
流砥柱和中原沃野掬于一幅，

满纸雄风猎猎，一派浩然正
气。这幅6.85米×3.82米的
鸿篇巨制，是谢老年届八十高
龄时，历时40多天，专为北京
人民大会堂创作的，被业界誉
为“现代山水画发展的里程
碑”，表现了黄河豪放狂纵、大
气磅礴的豪迈气概和震撼人
心、催人奋进的宏大气势。

难以想像，这位沉默文静
的老人怎么能画出这样吞吐
大荒的作品。从表面上看，谢
老是位积极入世的儒者，有作
为，敢担当，可其在生活和艺
术创作中一直抱有出世的心
态。他曾受其师弘一法师的
影响，潜心研究佛学多年，尤

其在晚年，他更加向往弘一临
终偈语中的两句：“花枝春满”

“天心月圆”。他心中的佛就
是“觉悟”，以佛之觉悟运用到
对艺术规律的觉悟。他把佛
的思想赋予现实的积极意义，
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

正因为有了上溯河源、下
到海口、沿黄万里写生的入世
践行，才换来了他以出尘之心
支撑的高古苍辣线条和开张
奇逸结构的山水画名作。谢
老常说，要以有限的生命创造
无限的生命，窃以为，“长春”
二字，也许正是谢老在垂暮之
年希冀社会长治久安和自己
艺术青春永驻的又一偈语。

润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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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纤银针，芽芽玉立
——昌泽2017白毫银针献礼中秋
□特约撰稿 刘芳溪

艺术市集周二上新——

给秋衫加点“料”，给中秋泡杯茶
□记者 张弋 文图

超然出尘一简翁
——谢瑞阶艺术初探
□河南省书画收藏协会主席 胡聚堂

好茶品鉴

转眼间已到了 9
月中旬，秋高气爽的
10月马上到来，也该
为自己准备两件称心
的羊毛衫了。一般来
讲，羊毛衫都是纯色
居多，略显单调，不如
给它加点装饰，给自
己一个缤纷的金秋！
帽花就是最合适的点
缀，帽花流行于明清，
以玉和玛瑙居多，均
有打孔，缝在毛衣上，
典雅又美丽。

大河藏宝

瓷杂板块

书画板块

本周秒杀上世纪初，在河南巩义市一个靠近黄河的小
山村，诞生了一位影响中原书画艺术进程的人物，
他就是号称“就简老人”的谢瑞阶先生。

谢老的一生颇为传奇，这
位出身寒门，历经磨难，腿病
眼疾缠身，物质生活清苦的老
人却活了近百岁高龄。从艺
七十余年，基本靠自学，书法
及国画人物、山水、花鸟无所
不能，不少佳作已臻化境，足
可与近现代艺术大师比肩。
已离休多年，一向不求闻达，
从未拿书画做“敲门砖”的艺

术工作者，却在上世纪90年
代突然受到非常恩宠，被授予

“河南优秀共产党员”和“知识
分子杰出典范”的称号。身兼
文艺界数职，省美协、书协主
席一肩挑，直到89岁才卸任。

随着市场经济大潮袭来，
一生从未卖过作品的老人，却
受到书画爱好者的青睐和追
捧。特别在他去世后，虽无人

为其宣传运作，但其书画作品
的价格却自然攀升，且后市潜
力被藏家普遍看好。

谢老的成功，有不可复制
的客观历史条件，但有三点是
不可或缺的，即全面的艺术素
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深切的
人生体悟。老先生有幸成长
于大诗人杜甫的故里，从小耳
濡目染，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

化根基，蒙养了浓郁的诗人情
怀和艺术兴致，当偶遇《芥子
园画谱》时便如获至宝，遂迈
出艺术人生的第一步。后入
上海美专学习西画，毕业后即
回开封任教，直到1961年调
入省文联从事专业美术创作
时止，谢老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37年。本文，仅就其书画艺术
的特色及成因做如下探究。

谢老的书法以章草书体
名世，他对这一古典性很强的
书体师法很广，尤对皇象、索
靖、智永、怀素等名家的草帖
下过非常功夫。他善于取舍，
能将不同的法帖融会贯通，在
审美取向上更多地表现出帖
学的背景，以宋元人行草书的
流畅超逸，加上西汉木简和写
经的浑厚，构成一种挺拔遒劲

的独特风格。观其墨迹，行笔
流畅处“导之如泉注”，沉稳处

“顿之则山安”，单字结体沉着
工稳，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
映带呼应极为自然，笔势于飞
动飘逸中追求平衡与和谐，使
这种古奥书体在审美上与当
代人拉近了距离。

加之书写时非常重视文
字内容的积极意义，从不泛泛

抄录唐诗宋词，而是有感而
发，使笔下不激不厉的线条显
得十分亲切感人，受到了学术
界的一致认可和称赞。可他
却从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
并始终拒绝“书画家”的称号，
只承认自己是教育工作者。
他说自己写字是被迫的，以前
学童写字是功课，后来写字则
是为了题画。他一生不以书

法参加商业活动，亦很少就书
法的艺术主张直接发表见解，
只是把书法作为一种“自然生
命状态”和养生立品手段。正
是这种业余心态，使谢老远离
功利和浮躁，全身心地投入他
的艺术世界，进而创作出朴
素、平实、淡泊、守正并具有旷
古幽邃之气的书法作品。

出身寒门 自学成才

书写自然生命状态

以出尘之心泼墨作画

胡老师说画之中原大家

《新滩接长桥》

《和平鸽》

清代和田玉帽花

清代玛瑙牡丹帽花

民国时期青花盘

于熙学《行书诗》蒋青融《寒香图》

《学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