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一线

藏大河 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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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422
●咨询热线：15036015619
●大河收藏微信小秘书：
dahejianbao999

养壶指南：

□于建华

这段时间与《清供图》很是有
缘，先后拍得了四五件清供之类的
作品。关于“清供”，权威的《辞
源》《辞海》皆有辞条介绍，大致是：
画中写上案头常见，象征吉祥如意
或某些寓意之事物，如佛手、瓶梅、
天竹、石榴、柑橘、水仙、松枝等，画
家信手拈来，用以遣兴，或象征一
年之吉利、平安、富贵等，以示祝福
之意。

来说说晚清画家余震的《岁朝
清供图》。此图136cm×58cm，设
色纸本单片。图上最占地方的，是
左边一只考究的大花瓶，淡墨勾勒
成形，润色淡花青。瓶子上方有几
颗乳钉，偏下一点儿是祥云图案，下
部是龟裂纹，很是精致。尽管瓶内
仅是插的梅花，但也不能是“山家除
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的寓
意，因为“山家”难有这般考究的花
瓶也。更证明非“山家”的，是图上
的一盏“状元”灯。何来“状元”灯，
那是因为灯罩上有金黄的“状元”两
字，可知此灯应是状元府邸之物
矣。灯中蜡烛殷红，这时正有一只
小老鼠在偷食红蜡烛。古时候有五
鼠运财的故事，也有鼠拱元宝的，那
么此图上来个鼠拱彩灯又有什么不
可以呢？还能显出贵气的，是盛着
葵花子、菱角、马蹄和花生的果盘为
带底座红木制成，色彩玫红，亮丽中
透着贵气。一枝折枝的释迦果连枝

带叶，果呈黄色，是熟果子了，此果
亦乃名贵之果，非是“山家”可享受
者。整个画面，大部分透出的是贵
气，只有大瓶中的一枝白梅清隽冷
逸，梅骨古劲，白花冷香。让人联想
到也许高流佳客也辄出入于状元府
邸者耶。

画署上款“玉甫二兄先生大人
雅正”，创作时间“丁丑清和月上
浣”，落名“余震写于浦上”，钤印“余
震”白文、“芝生”朱文。据画家与钱
慧安（1833—1911）、沙馥（1831—
1906）等先后同时，推算一下“丁
丑”应为1877年，距今一百四十年
了。“清和月”即农历四月的别称，清
人袁枚有“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
歇”之句。“上浣”即每月的上旬。“浦
上”是上海的别称。

画家余震，“大典”《中国美术家
人名辞典》云其：余震[清]字芝生，
工人物，有摹宋人苏汉臣《百子图》
石印本行世。与沙馥、钱慧安、秦炳
文等先后同时，名誉亦相伯仲。

现在较来，余震与上述三位画
家的名声可相差远了，不知伊生卒
年和里籍，自然画价也大低于沙氏、
钱氏和秦氏。拍卖会上也时或有伊
之作品投拍，多是黄慎风神的人物
画，价格不高。此幅7平尺，定价2
万元，也只合每平尺二三千元。若
是上述三位画家，则远不是这个价
位矣！

2018年2月16日戊戌春节于
闻乐不乐斋晨窗

艺术品市场若干年来的盘整，如大浪淘沙，出局者无数。能够坚持到今天的，皆是抗风浪能力巨强的“打不死的小强”，用他们坚挺的存在，向
公众发声，向市场张目。戊戌年伊始，记者走访河南省书画收藏协会画廊联合会，探访这样一个市场中坚群体的现实生存状态。

□记者 王惟一

近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第五届会员
大会暨易学创新与美丽中国学术探
讨会”在北京黄河京都会议中心举
行，河南省书画收藏协会副主席李太
生当选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
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
科学专业委员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主管、隶属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
会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会员包括国内

顶尖的易学研究者、大学教授、科学
家、文化艺术界人士等，顾问则包括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等，是一
个高规格的易学研究团体。

李太生是河南著名的书画收藏
鉴赏家和周易研究者，现任河南省书
画收藏协会副主席、郑州大学《周易》
与古代文献研究所兼职教授，出版著
作包括《近现代书画名家藏珍》《文心
墨相》《五百年画海拾微》等，并在专
业学术期刊发表《周易精蕴初探》《建
筑与风水浅谈》等论文。

□记者 王惟一

近日，河南省书画收藏协会主席
胡聚堂主编的《近现代中原名家书画
集萃》第一辑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正式出版。

2017年4月，由河南省书画收藏
协会、大河报大河收藏、河南省书画鉴
定委员会共同主办的“河南近现代书
画名家精品展”成功举办。经过近一
年的整理编辑工作，本次展览的作品
终于集结成册、付梓面世。

入选该书的作者共有78位，大
多是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
成长起来的老艺术家，为中原文化
艺术的发展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
历史作用。从收藏的角度看，这批
作者大多具有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
根基，作品存量有限且已经过时间

筛选和市场积累，具有较高的收藏
价值。

河南省书画收藏协会自成立以
来，一直提倡和推动近百年来本土艺
术的抢救、搜集、整理、观摩、研讨工
作，其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对这些老
艺术家的作品进行系统、科学的梳理
和研究，找准其创作的成败得失，以更
好地发挥其在河南书画创作中承前启
后的作用；二是通过对这批老艺术家
成长经历，综合素养、功力悟性的比较
研判，进行准确的分类排队，以使广大
书画收藏爱好者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
和审美取向选择收藏对象，避免走入
良莠不分、盲目收藏的误区。

“这本书只是第一辑，未来我们会
持续关注和梳理中原本土艺术，出版
第二辑、第三辑……前面的路还很长，
仍需砥砺前行。”胡聚堂说。

□记者 王惟一 文图

春节假期转眼就过去了，你是
否已吃饱喝足休息好，积蓄了满满
的活力迎接新的赛季呢？

对河南省第八届养壶大赛的壶
友们来说，春节意味着赛程已走到
中段，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机。
春节期间养壶的节奏如何呢？

欢欢喜喜过大年，人都休息了，
壶也要休息一下嘛！

大年初九，壶友冯俐在大河收
藏壶友群里说：“过年壶放假了，今
天才开工。”壶友们纷纷回复：“歇这
么久，一见水肯定特水灵！”

壶友张先生也表示，自己出去
度假，给壶放了长假。“平时我每隔
半个月左右就要让壶休息两天，让
它彻底干燥，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
茶的精华。今年过年我们全家去海
南住了一个多星期，出门在外不方
便带壶，就给它放了个长假。我认
为让壶休息几天并不会耽误进度，
劳逸结合说不定还能事半功倍。”

壶友刘先生春节期间比平时忙
多了，“每天要走亲访友，还有各种
聚会，忙得都顾不上养壶了！养壶
需要心静，所以我还是等过完年再
来好好养。”刘先生的另一个顾虑是

“熊孩子”们，“春节期间各种亲朋好
友互相串门，小侄子、外甥女都要
来。小孩子爱玩闹，破坏力惊人，去
年就打碎了我一个杯子，今年为了
以防万一，我提前把壶放到柜子里
休息，免得被误伤。”

还有许多壶友在春节期间并没
有休息，而是保持了正常的养壶节
奏。壶友“青草不黄”表示，他的太
极壶今年尝试新的养法，一直用纯
净水泡养，春节期间也不例外。“准
备用纯净水泡养几个月，打好干净
底子，再用绿茶养。我对养壶的追
求就是干净，并不喜欢那种养变色
的效果，希望这次尝试能够成功。”

壶友“壶与茶和水儿”在春节期
间也是一如平日，“该咋养还咋养。”

“我常年喝绿茶，这次用毛尖养半瓜
壶。绿茶养壶可以养得很干净润

□李学昌（河南省茶叶商会副会长、明
君子茶业董事长）

资深茶客、茶人都还记得，早年间
的茶叶市场上，准确说在没有形成市场
的时候，茶叶消费及品饮，绿茶是当仁
不让的主角，尤其北方区域。

而后来随着市场的发育形成，茶叶
品种日益丰富，铁观音、普洱、黑茶、白
茶，越来越多的茶类不断吞食、削减绿
茶的份额，直至将其挤占殆尽。今天的
市场，绿茶几乎不出省，产茶省份的绿
茶几乎都在本土消化掉，除了名声特别
大的西湖龙井在外围有些份额，其他出
省的份额都小到可忽略不计。

为何曾经一统天下的绿茶沦落至
此？本周大河收藏微信公众号将为您
解读。

艺术市集周二上新

□记者 张弋

年后首期艺术市集上好菜——民国
时期翠环、民国时期双鱼石砚、晚清时期
白铜墨盒、石砚、奥匈帝国银币、民国海
上闺秀费文卿《芙蓉翠鸟图》、吴道镕《行
书》对联等，秒杀款则为您准备了于建华
《竹雀图》、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张运增
手制柴烧茶杯及昌泽•陈年普洱等。

□记者 张弋 文图

大年初四，《舌尖3》正式开播，大家不仅
能在家中享受大餐，还能在电视上看到各种
各样的美食，简直就是吃货的福利啊。古人
也有很多吃货，你知道他们爱吃什么吗？一
起往下看！

辽代板栗 出土于宣化辽代张文藻墓

这碗板栗看起来鲜翠欲滴，分分钟勾起
了我的食欲，其实，它里面已经是空壳了，但
历经千年，表皮却完好无损！

唐代肉馅饺子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388号墓

过年，饺子是一定要吃的，大年三十晚
上，全家人一起包饺子，其乐融融。不知这三
个肉饺子和现在的饺子哪个好吃？

巧克力 发现于苏格兰

吃饱喝足，来点甜点，这盒巧克力在苏格
兰小镇圣安德鲁斯被发现，当时是为了庆祝
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而特别制作的，包装盒
上标明的日期正是加冕式当天———1902
年6月26日，想不想尝尝？

水果蛋糕 发现于南极洲的阿代尔角

这块由亨帕饼干生产的水果蛋糕有一层
纸质外包装，放在一个锡盒内。推测这块蛋
糕是1910至1913年间英国探险家罗伯特·
斯科特率领探险队员乘坐“特拉诺瓦”号赴南
极探险时带去的。

2018年2月27日
值班主任 路六居 本期统筹 宋璟瑶 责编王珂 美编 冯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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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名家余震

灯节时令《清供图》

《近现代中原名家书画集萃》出版

河南藏家当选专业易学协会副理事长

河南省第八届养壶大赛进入中期赛程

春节养壶，你是哪派？

我们一直都在
——访河南省书画收藏协会画廊联合会

对于市场的困境，这批资深画廊
业主倒是泰然：“君不见昔日拍卖行
业一时红火，一遇风浪，纷纷零落，而
早年的那批画廊依然屹立。凭的是
什么？是专业素养，和诚信经营。”

这波低谷，带来了蓄势已久的挤
泡沫，行业洗牌，市场结构有变化，从
业群体有调整。出局的有两种：一是
外行，当初市场火的时候盲目进来的
那批，风向一变，最先出局；另一种是
盘子太大，断链了。极致案例如山东
青州的典型性画廊，90%是靠贷款运
营，价格急剧跌落后，卖，巨赔；不卖，
跳楼。真真一个惨烈了得。

天津、山东的画廊倒闭潮，河南
并没有出现，这与本土行业的专业
根基有关，也同中原市场的包容性
有关。“即便在市场最低谷的时候，
还在不停地走东西，只是没那时红
火而已。”低谷是相对2009、2010年
的膨胀期而言。这两年，市场缓缓
复苏，好转迹象已经出现。

专注当代的逸品轩主人王祎，
筹划实施过多次学术水准的画展，
他表示，希望政府、媒体牵头扶持画
廊业，宣传扶持一批诚信画廊，相信
会对市场环境与行业氛围有正面影
响。艺林苑主人马舜才道出众多从
业者的心声：“任何东西都会过时，
唯独文化不会，反而历久弥醇。”在
以字画为生，以艺术品为生的画廊
老板心中，这是一道不灭曙光。

画廊联合会汇集了省内市场活
跃在一线的近三十家画廊，从事书画
艺术品经营皆在十年以上，二十余年
者也不在少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国内艺术品市场肇始，历经市场发育
生长期、急剧扩张期，与近年的持续
低谷，“这二十余家中坚至今依然都
在。”画廊联合会会长、韵古轩主人张
宗海说。不仅依然在，而且始终活跃
在市场，有交流，能推动，在市场挤压
巨量泡沫的低谷期已属难得。

画廊联合会副会长、云社主人郑
逸群一袭长袍，着装与常人有别还只

是外在，一开聊，三句话便回到民
国。“盘点这十年，市场好与不好，画
廊始终都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市场
最活跃的时候，画家自己卖作品，并
不通过画廊面对市场；而画廊的销售
则基本上是通过拍卖行。追溯到最
近的艺术品市场黄金期——民国，北
京琉璃厂的老铺，那是艺术品扎堆的
地方，古玩行是唯一穿长袍做生意
的，是有门槛的行业，有很高的知识
含量，而现在的画廊业，没门槛，市场
一好，没基础的外行都进来了，这是
尴尬之一。整个行当都待提高。”

再则，“那时的藏家是真藏家，有
水准，且痴迷。张伯驹、陈介祺、罗振
玉，那是什么气象？今天多的是伪藏
家，买是为了卖。”这是尴尬之二。

拍卖与画廊倒挂是国内艺术品
市场的独特景观，对市场正常发育弊
端多多。郑州画廊(八本堂)主人吴
褀表示，这种倒挂现象对艺术品市场
是个极大的伤害，也令画廊陷入尴尬
境地。画廊的客户大批流失到拍卖
场，想投资、收藏的，也习惯跑拍卖
行。“有些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多年老
客户，一旦涉足拍卖，画廊的就一件
不买了！”并且还要求画廊主友情出
场，帮他掌眼。拍卖上一掷千金是常
事，在画廊则是讨价还价成套路。如
此分别对待，难道是气场不同？

凡具专业素养、鉴识眼光的资深
画廊业主，无不遇到友情掌眼的大批
需求，而且不给佣金是常态，倘若不
应允，轻易就得罪了朋友跟客户，被
骂小气。“掌眼给佣金，不是钱多钱少
的问题，十几二十年行业资历养成的
专业素养与品鉴眼光，也是交了多少
学费才成就的本事，却随便被人招呼
来用，得不到基本的尊重”，不得不说
是件令人郁闷的事。河南画店主人
大川表示，自古古玩行不打假，有钱
没眼莫进来，这是专业门槛所在，也
是乐趣所在。

叹古玩行人心不古，专业藏家不
再，归根结底，藏家需要提升，也需要
明白行业规则。

《舌尖3》火热开播——

其实古人也爱吃！

资讯

生存并尴尬着
大浪淘沙专注者胜

□记者 王珂

一休哥：给壶放个假

如常在：该咋养还咋养

泽，但出效果比较慢，所以我一直坚
持天天泡养，每天上午9点多泡一壶，
下午2点多再泡一壶，春节期间也是
一天都没断。”

赛程中期非常关键，正是拉开差
距的时候，不少壶友准备加把劲儿
了。对一些壶友来说，春节假期正是
一个绝佳的机会。

领养了石瓢壶的壶友王女士就
是“加油派”：“我平时白天上班忙，只
有每天晚上回家能养一下壶。春节
期间天天都待在家里，正好可以抓紧
时间多泡泡茶、养养壶。过年吃的都
是大鱼大肉，多喝茶也能助消化解油
腻，一举两得。”

加油干：趁假期加把劲儿
茶人说茶

春去春又回
小绿的春天在哪里？

玩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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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此间画廊，古意盎然

沐春阳，浴茶水，成就美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