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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惟一 文图

前几天，国香茶城紫砂村“村长”蒋卫东回了趟宜兴，每天晒宜兴
的美景美食和春茶，真是羡煞旁人。不过，“蒋村长”这趟回去可是有
正事的，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来看看吧——

□记者 王珂 文图

清明佳期，有嘉宾来。4月
7日，天公作美，春日晴好，首届
国香清明茶会如期举行。

经过一番缜密筹备，五款春
采头鲜经典绿茶在资深茶人妙
手烹制下惊艳呈现；陆羽像前的
茶祭仪式则令整场茶事笼罩上
一层庄重色彩；国香四楼平台的
春日莺飞草长，佳木葱茏，着中
式茶服的妙龄茶仙子引领嘉宾
乘物游园，俱成一景。喝嗨看嗨
了的嘉宾纷纷现场表示：清明茶
会不虚此行，“看”到了茶文化，
希望以后多多组织类似规格与
颜值双双在线的茶会。

□记者 王惟一（图片由大象陶瓷博物馆提供）

4月7日，一场筹备已久的“大朴至美——丝绸之路汉唐釉陶艺术展”
在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开幕；由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古陶瓷专业委员会、
河南省非国有博物馆协会主办，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承办的“汉唐釉陶学
术研讨会”也同期举行。数十位省内外专家学者、收藏家齐聚一堂，赏釉
陶，论学术，分享最新研究观点，使汉唐釉陶的研究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记者 张弋 文图

当您走在街上，是否经常会有人向您询问“游泳健身了解一下？”，这就说明，您有点略微发福了，需要
多加锻炼，要不人家也不会盯上您呀。作为收藏圈的记者，我这时候就要为您“安利”一些土豪配饰了，这
些配饰在战国时期，只有贵族才能佩戴，绝对是身份品位的象征，心动了？那就快跟随记者的脚步，了解
一下吧！

乘物游园 美美与共

清明，享一席茶事汉唐釉陶艺术展暨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

罕见珍品首次面世

省非国有博物馆协会与省文物考
古学会，也是首次“组CP”搞活动。

省文物考古学会执行会长孙新民
表示，近些年，国家很重视非国有博物
馆建设，出台了发展意见和扶持办法；
非国有博物馆自身也在不断进步，数量
持续增长，一些民间藏品补充了国有博
物馆的收藏，很有意义。郑州大象陶瓷
博物馆是其中的佼佼者，每年办不同的
主题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去年还举
办了北方古代陶瓷品鉴会暨研讨会，为
非国有博物馆举办学术活动做了很好
的表率。今年，省文物考古学会与省非
国有博物馆协会首次合作举办学术活
动，两者很好地互补，学术理论与实物
资料相结合，对汉唐釉陶的研究起到了
积极推动作用。

省非国有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郑州
大象陶瓷博物馆馆长何飞表示，学术研
究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能之一，但很多非
国有博物馆更注重收藏而疏于学术整
理，导致学术研究成为非国有博物馆的
一个短板。“省文物考古学会古陶瓷专
业委员会是一个很专业的官方学术团
体，这次能跟他们合作办研讨会，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有助于非国有博物馆
增强学术意识、提升学术水平。”

据何飞透露，“大朴至美——丝绸
之路汉唐釉陶艺术展”已收到长沙市博
物馆的借展邀请，将在今年下半年前往
长沙进行展览。“非国有博物馆的藏品
走出去，进入国有博物馆进行展览，未
来将成为一个趋势和常态。毕竟，非国
有博物馆藏品对于国有博物馆来说是
个很好的补充，两者交流展览，可以让
民间珍贵藏品被更多人看到，也对学术
研究起到补充作用”。

4月7日、8日，由省文物考古学会
古陶瓷专业委员会、省非国有博物馆协
会主办的“汉唐釉陶学术研讨会”成功
举行，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
社科院考古所、南开大学、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等单位的数十位专家学者齐聚
一堂，围绕釉陶器的历史与发展、工艺
特点、对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
讨。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宣读了《临
淄战国齐墓出土釉陶罍的科技检测与
釉陶起源》《汉代复色低温铅釉陶器》
《北朝釉陶》《唐人酒盏》《汉代低温釉陶
工艺诸问题概说》《隋唐洛阳城出土唐
三彩迁徙》《巩义黄冶窑瓷器与釉陶器》
《铅釉陶瓷简论》等重要学术报告，分享
了最新研究成果，并围绕汉唐釉陶这一
主题进行了全面的学术探讨与交流碰
撞。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
录表示，以汉唐釉陶为主题的展览和学
术研讨会，在国内尚属罕见，“应该是第
一次”。这样的专题研讨，可以使学界
对汉唐釉陶的学术认知得到进一步提
升，并填补一些学术上的空白。

4月7日，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大咖
云集，高朋满座。来自省内外的数十位
古陶瓷专家一起参观了“大朴至美——
丝绸之路汉唐釉陶艺术展”，不时拍照、
讨论，气氛十分热烈，几件首次面世的珍
品更是引发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

玻璃展柜中，一件汉代蓝釉陶灶令
专家们发出了啧啧惊叹。据了解，汉代
陶灶施釉的不多，施蓝釉的更是极为罕
见。此前学界认为蓝釉起始于唐代长沙
窑和巩义窑，而这件器物经科学测定，年
代可确定为西汉时期，这就改变了学界
以往的认知，把蓝釉出现的时间从唐代

提前到了汉代。
展厅另一侧的汉代铜红釉陶井、陶

羊圈，也打破了学界以往的认识。此前
学界普遍认为铜红釉在晚唐至五代时期
发源于长沙窑，而这两件器物经科学测
定，为东汉时期器物，这就把铜红釉的烧
制时间提前了800年左右。这些首次面
世的罕见珍品，为汉唐釉陶的学术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据了解，本次汉唐釉陶艺术展共有
200多件展品，展期将持续至今年年底，
社会公众可免费前往参观。

河南省第八届养壶大赛进入收尾期——

节奏放缓 等待决赛

本届养壶大赛中，太极壶很受欢
迎。不过，一些壶友面对太极壶颇具
个性的造型，也有疑问：“盖子没有
钮，拿的时候不会烫手吗？”

对此，领养太极壶的资深壶友冯
俐表示“so easy”。“泡茶时不用开
水淋壶盖就行了嘛！不会烫手的。”

冯俐选择用凤凰单枞来养这
把太极壶。“开壶时先用清水泡12小

时，再用凤凰单枞煮1小时，给壶打
好底色。”随后便是正常泡养，辅以热
盘、冷盘，大约每3天泡一次。

“泡养时为了拿壶盖方便，我不
用开水淋壶，只有清理时才淋。”冯俐
说，“泡茶时即使不淋壶，壶也可以从
内部吸收茶汤，色泽逐渐变深。壶盖
可能不如壶身吸收茶汤多，养出来色
泽不一致的话还需单独养养壶盖。”

对河南壶友来说，每年五月，是
属于紫砂的季节。去年5月，由于国
香茶城忙于筹备搬迁，原本一年一度
的河南省紫砂艺术节暂停了一年。
今年5月18日至20日，河南省紫砂
艺术节即将在乔迁新址的国香茶城

举办，河南省第八届养壶大赛总决赛
也将在紫砂节期间举行，让我们共同
期待吧！

紫砂村“村长”蒋卫东告诉记者，
5月17日、18日为交壶时间，19日为
总决赛。“还剩一个多月，进入收尾阶

段，大家可以适当放慢节奏，三五天
泡一次就行，让壶充分休息干透后再
泡，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
决赛时，各款参赛壶的制作者都将来
到现场，壶友们可以跟工艺师近距离
交流，好机会不要错过哟！

祭祖，焚香，听琴，品茗。茶事
是一场仪式，各种细节与各种元素
的讲究，皆是洗涤身心，内观自在，
达至清敬和寂的境界。

这一场暮春三月的户外茶会，
让来宾们乐而忘返，他们纷纷表示：
户外品饮比室内更有情致，类似的

活动以后多多益善，可以开设夜品、
茶宴，分茶类分人群，小而美。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禅茶研
究中心秘书长赵晔评价：整场茶会
主题明确，内容丰富，仪式感强。选
择清明节气，引入华夏礼乐，既逢时
应景，又含复兴传承之意。

更多的来宾表示，清明茶会作
出对传统文化回归的努力，通过茶
会这种形式，让抽象的传统文化可
感可亲，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
不远，就在生活中，在茶桌上。坐下
来慢品一杯茶，就可以触摸到。

五款经典绿茶春采头鲜，难得
地相聚在一席茶事。四座园子，八
张茶席，16位主副泡茶主人精心烹
制，令这自然恩物于杯中完美呈现。

芦雪隐园的明净茶席主人李学
昌，河南省茶叶商会常务副会长，亲
掌一席茶事。烹水，净杯，投茶，出
汤……一招一式，有条不紊，干净利
落，颇具观赏性。实木茶台一侧焚
上一炷檀香，点缀一盆绿植。有风
来。竹叶沙沙，檀香袅袅。依粉墙
设一琴桌，琴人徐徐抚琴，一曲《秋
江夜泊》，烟波江上，雾霭沉沉。杯
中茶已舒展，入目苍翠，春意正浓。

清平乐茶席主人郑逸群与其说
是茶人，莫如说是文人。他的茶席
由一组“旧”物构成——茶桌是一中
式条案，漆面斑驳，颇有些年头了；
两方古砚压席；烹茶器皿着实个性，
口径足有20厘米的柴烧大陶碗，表
面泛银，旁有一排出水孔，长木柄银
水舀分茶。虽是旧，却是别具风味
与美态，嘉宾赞：“果然不同，茶席好
舒服。”

藕香吟园子内阳光正好。两位
大美人卢妍语、姚亚博侍茶。二人
皆中式茶服，一墨蓝，一月白，两位
古典妙人儿亲手烹香茗，望一眼便

醉啦！
整场茶事中主副泡完美配合，

主泡均是资深茶人，走技术路线，拿
捏精准；副泡个个颜值在线，一招一
式都是茶艺功夫。嘉宾亦皆好茶之
人，不乏功力深厚之辈，提的问题颇
有考较之意，水温如何把握？工艺
有何分别？五款茶泡法为何不同？
核心茶区是哪个区域？怎么判断某
款茶的品级？……记者听得捏一把
汗。然而这些对于主泡都不是事
儿，来者不拒，逐一给出清晰解答，
闻者频频点头，举座甚欢。涨姿势
涨姿势！

茶圣陆羽像前的茶祭仪式开启
了整场茶会。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华
夏礼乐“超化吹歌”令人穿越。河南
省茶叶商会常务副会长李学昌宣读
了清明茶祭文，慷慨击节。

随后，活动志愿者——一群着
中式茶服的妙龄茶仙子引领嘉宾赴
四楼平台落座茶席。粉色小衫绿罗
裙，月白上衣杏黄裙，穿梭在国香庭
院，绿植花木之间，那是相当的和谐

养眼。
四角的四处园子经过精心布

置，八张茶席，纱质木屏风，修竹，佳
木，插花，虽布局与风格各各不同，
然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处处醉人。

艺术市集周二上新——

战国贵族配饰了解一下？

秒杀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湘绣
规格：97cm×33cm，绢本刺绣
湘绣与苏绣、蜀绣、粤绣齐名，是

我国四大名锈之一。此绣品为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出口创汇期的作品，此
为海外回流。

秒杀二：昌泽·2012青柑（限5

提）
规格：6个/提
昌泽陈皮普洱茶产品12·青柑

是12年10月份制作，茶采用的是云
南勐海的熟茶，正宗的新会柑，经过
了3年多的陈放，12·青柑具有了淡
淡的药香，茶香与柑香的完美兼容，
让这款茶的口感，茶中带柑，柑中带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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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艺术市集中所有上架藏品均
经大河鉴宝专家团队鉴定通过，保真
包老。

赵豫《鱼趣图》
规格：50cm×50cm，设色纸本立

轴
画家简介：赵豫1942年生，河南

西峡县人。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
美系。工画，尤工山水，亦擅花鸟鱼
虫。现为上海中国画院二级美术
师、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

姚梦谷《虾趣图》

规格：27cm×66cm，设色纸本镜
片

画家简介：姚梦谷（1912-1993）
名谷良，自号古蒙，江苏泰州人，定居
台湾。诗人、书画家、艺术批评家。
自幼爱好书法和绘画，得凌文渊、金
吾然、吕凤子、颜文梁等书画名家指
授，领悟并掌握中西作画技艺，尤长
于水墨山水、花鸟画，笔法纵逸，简约
纯熟，具大家风韵。

战国时期玛瑙环
规格：直径6cm
战国玛瑙环原本是东周时期玉

组佩中的一个构件，并不是一种专
供人们单独佩戴的配饰，表面没有
做工，线条鲜明，呈现出一种俊朗的
效果，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佩戴，如今
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啦。十年前，
玛瑙环市场价也就几十块钱，品相
特别好的也不过几百，如今已涨到

四五千元，红缟环更是数万元，升值
空间巨大，绝对值得收藏！

唐代段店窑三足炉
规格：高8cm，腹径10cm
这尊三足炉品相完好，釉水肥

厚。段店窑是中国古代著名民窑，
窑址位于今河南省鲁山县段店，因
此得名，是河南地区有代表性的古
代瓷窑之一，收藏价值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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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 褐釉白彩三系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