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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花盆收藏火热——
清代杨季初
五彩堆泥绘花盆

确认过眼神，
你就是最美的盆

藏宝箱

艺术市集周二上新——

细腻唐白瓷 油润和田玉
□记者 张弋 文图

唐代白瓷是中国北方传统瓷种之一，主要
集中于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窑口，以胎质
坚硬、胎色纯白、釉质细洁著称，颇受高古瓷器
收藏爱好者的喜爱，品相完整的唐白瓷可遇而
不可求，毕竟历时千年之久，哪那么容易保存完
好呢？本期艺术市集，一款全品相的唐白瓷盖
罐等您收藏，快来一睹它的风采吧！

□记者 王惟一 文图

飞絮绕过柳塘，衔泥
的燕儿又飞过几双。生机勃
勃的春天里，很多人都想在庭院里
种上几盆花，或是在案头摆个雅致的
小盆景，这时候，一件别致的花盆就必不
可少了。
兼具文化艺术价值与实用性的紫砂
花盆，历来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它不仅
透气性佳、对植物的生长有好处，更有
一定的收藏价值。记者近日走访市
场发现，中高端紫砂花盆颇受欢
迎，市场愈发火热。

紫砂花盆花样多
据国香茶城“紫砂村”当家人蒋卫东
介绍，紫砂盆的造型非常丰富，圆形、方
形、海棠形、六角形、瓜棱形、竹节形……
根据大小可分为几类，直径 5 厘米以内的
盆称为“迷你微型盆”
“掌上盆”
“豆盆”，5
至 10 厘米的叫“小花盆”，10 到 20 厘米
的叫“案头盆”，20 到 40 厘米的称为“三
尺盆”
“ 七尺盆”
“ 兰盆”
“ 千筒”
“ 水底盆”
等，
40 厘米以上统称为
“大型盆”。
大盆宜庭院远观，
沉稳大气；
小盆宜案
头静赏，
清雅怡人；
微盆宜手中把玩，
妙趣
横生。花盆上空白面积多，
很适合刻绘、
泥

绘、
贴花等装饰手法，
因此大部分紫砂花盆
都带有装饰，
题材包括山水、
花鸟、
人物、
诗
文等，
颇具文人气息。
“很多高级工艺美术师在做壶的同
时会做一些花盆，也有专门做紫砂花盆
的工艺师，还有专门给花盆刻绘的刻绘
师。”蒋卫东说，
“市场上中高端紫砂花盆
一般是纯手工制作，泥料也很讲究；低端
花盆则多是注浆、模具制作的，有的泥料
不是宜兴的紫砂矿，而是河南宝丰等地
的矿料。”

掌柜推荐
唐代白瓷盖罐
规格：
高 15cm
这尊唐代白瓷盖罐品相完整，它的
盖是原配的，尤为难得。釉水肥厚细腻，
收藏价值及升值空间巨大，难得一见，还
不抱走？

历史悠久文化深

书画板块
李秋水《秋居图》
规格：
65cm×20cm，
设色纸本单片

紫砂花盆历史悠久，明代文震亨《长 文章中写道，死后要把自己的骨灰葬在
物志》第三卷“盆玩”中写道：
“ 盆以青绿 一件杨彭年制作的竹根形紫砂花盆里，
古铜、白定、官哥等窑为第一，新制者五 “安放了骨灰之后，还得加以装饰，在盆
色内窑及供春粗料可用，余不人品。”文 面上插几枝云朵形的灵芝，再把一块灵
中的
“供春粗料”
便是紫砂。
璧石作为陪衬，就供在人马图案的大汉
清代紫砂工艺进一步发展，
诞生了一 砖上，日常有鲜花作供，好鸟做伴，断然
大批紫砂制作名家，玩赏盆栽也盛极一 不会寂寞”。短短一段话，透着民国文人
时。清代中期，
紫砂花盆传到日本，
很受日 的浪漫与风骨。
本人欢迎，
被称为
“古渡盆”
。
旧时文人，室内一年四季的花木清
到了民国时期，老的紫砂盆就已十 供不同，春日种兰，夏天种夜合或黄萱，
分抢手，一盆难求，日本人也在各地搜买 秋天种菊，冬天种水仙或美人蕉，如此方
古盆，民国著名文人周瘦鹃见此情景心 才“入格”。以紫砂盆种花木，作为厅堂
痛不已，暗中与日本人竞买，一连几年， 书斋的清供，是风雅文人们寄寓生活情
硬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上百件名贵明清 趣的一种方式。
古盆。周瘦鹃痴迷紫砂花盆，甚至曾在

瓷杂板块

拍卖市场的最高纪录。对于一般收藏者
来说，没有实力买如此天价的花盆，也可
以收藏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紫砂花
盆，或是当代名家的纯手工紫砂花盆。蒋
卫东告诉记者，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裴石
民做了不少款式的小花盆，上海盆景协会
的名家多有收藏；六七十年代，徐汉棠应
上海盆景爱好者之请，制作了一批 250 多
个品种的紫砂微型花盆，被人们称为“汉
棠盆”，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七十年代，

画家简介：李秋水（1923—）号半村，
又号南濠老农。20 岁时拜林散之为师，继
为林散之女婿，诗文书画得以大进。
“扬州
新八怪”之一，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名誉理
事。工画山水，红学家冯其庸评其山水：
传统功力深厚，深得黄宾虹五笔七墨之
法，
笔墨功夫十分了得。

108 粒降真香佛珠
规格：
珠径 0.6cm
佛珠，并不是只有僧侣、佛教信徒才
能佩戴，它早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时常
盘玩，不仅能把佛珠盘得珠圆玉润，还能
起到静心宁神的作用。这串佛珠的材料
是明清时期皇家御用顶级香料制成，香气
醇厚。

周成《山水图》
规格：
89cm×47cm，
设色纸本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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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白瓷盖罐

规格：
直径 5cm，
厚 0.4cm
文章配图除注明外,均为周胜制、秋石刻紫砂花盆

市场火热拍场天价
近些年，紫砂花盆在各大拍场表现不
俗，屡屡拍出天价。2011 年 12 月，西泠
印 社“ 中 国 首 届 历 代 紫 砂 盆 专 场 ”以
100%的成交率圆满收槌，其中一件清代
乌泥黑色堆泥牡丹雅石四景海棠形盆以
575 万元的成交价拔得头筹，刷新了单件
紫砂盆的最高价格纪录。2017 年西泠印
社秋季拍卖会“中国历代紫砂器物暨茶文
化专场”，一件清早期杨季初制五彩堆泥
绘花盆以 977.5 万元的高价刷新了紫砂盆

108 粒降真香佛珠

国际流行“迷你微型盆”，顾景舟、徐汉棠、 价位从三五千到几万、十几万不等。
“这些
沈遽华、曹婉芬、李碧芳、许承权、何道洪 高工一般做壶多，做花盆少，同一个人制
等创作了一批微型盆，如今都颇具收藏价 作的花盆一般比壶便宜一些。”蒋卫东说，
值。
“目前市场上三五千元的紫砂花盆最受欢
名家陶刻的紫砂花盆，也很值得收 迎，这种纯手工花盆，作者有职称，泥料也
藏。
“ 知名的陶刻家包括任淦庭、谭泉海、 不错，
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徐秀棠等，经他们刻绘的紫砂花盆，价值
“相对于紫砂壶来说，紫砂花盆的收
会大大提升。”
藏投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发掘。”蒋卫东
当代的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国 建议，收藏紫砂花盆要综合考虑年代、作
家级工艺美术师制作的全手工紫砂花盆， 者、造型、刻绘、泥料等多重因素。

这块玉龙佩造型别致，表面还有一道
隐隐的和田玉黄皮，雕工精细，龙鳞清晰
可见。此外，匠人还贴心地给它打了一个
小孔，
方便穿戴。

周二秒杀

宋代建窑系茶盏一对
规格：
口径 9.5cm

秒杀一：
昌泽·高山寿眉（限 2 砖）

您喝茶还在用现代的玻璃杯？那就
太没有牌面啦。想不想穿越到宋朝体验
一下当年的茶具？那就快入手这对儿宋
代建盏吧，品相完整，您入手后只需用开
水煮上十几分钟就可使用啦！

宋代建窑系茶盏一对

秒杀二：
袁润和《四君子图》，于建华题识

绿茶养绿壶，很配哟！

清新"小绿"好可人

壶，
用了很长时间还有土腥气。”
乳鼎壶刚领回来时，上面有几处淡淡
春 暖 花 开 ，万 物 萌 发 ，一 片 绿 意 盎 的白色，那是紫砂矿料中含的云母，所有
然。要说河南省第八届养壶大赛哪款壶 泥料里都有，只是在绿泥上对比度更强，
和春天最配，非乳鼎壶莫属了，它采用老 看起来更为明显。
“ 听蒋村长说养养就不
墨绿泥制作，绿得浓郁，绿得典雅，绿得恰 明显了，我为了快点养出效果，就选用了
如其分；倘若再用几壶新鲜的绿茶润润 颜色比较重的茶，红茶、熟普、老白茶，啥
色、提提亮，想必能出落成这个春天最美 都用，我也没那么讲究只用一种茶，感觉
的一抹绿了。
‘混搭’效果也挺好。现在养了几个月，白
上届养壶大赛初出茅庐便拿下三等 斑已经几乎看不出来了”。
奖的壶友“谷子”，对本届大赛的乳鼎壶一
舞台上的明星皮肤闪闪发亮，可不是
见钟情，第一时间领回了家。
“这把壶泥料 光靠日常护肤就能做到的，关键时刻还是
很好，都不用开壶，开水里外烫烫就用了， 要靠高光提亮。在谷子看来，养壶也一
完全没异味，不像以前买过的不好的紫砂 样，在日常泡养的基础上，也要打点“高

规格：
1kg/砖
昌泽高山寿眉以福鼎市太姥山核心
高山生态茶园产区的春茶鲜叶为原料，自
然萎凋，芽叶连枝，姿态优美。冲泡时如
清泉甘露，清香纯正，回味清甜，醇爽浓
厚，宜品宜藏。用煮茶器来煮口感更醇厚
哦！

河南省第八届养壶大赛倒计时一个月——

□记者 王惟一 文图

画家简介：周成（1942—）字新沂，江
苏盐城人。1958 年至上海，受教于花鸟画
家乔木。1962 年又拜金陵山水画家魏紫
熙为师。画工花鸟、山水，兼人物、走兽、
蔬果、草虫。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上海春江画院院长等。

规格：
8.5cm×11cm，
水墨纸本单片
光”：
“ 我喜欢给壶湿盘，趁壶里有热水时
用微湿的茶巾慢慢盘，效果很不错；干盘
效果会更明显，但我不喜欢太亮，就没有
干盘。如果只泡养完全不盘壶的话，变化
会很慢很慢。”
除了日常泡养、盘壶，细节也要格外
注意。
“最近发现我的壶底部有点脏，可能
是以前没有注意茶台的清洁。以后茶台
也要清干净，或者准备个干净的壶垫专门
放壶；每次使用完也要仔细清洁底部、倒
扣晾干。”
谷子说。
乳鼎壶口小肚大，不易干透，
“冬天干
得很慢，晾了半天里头还湿湿的。现在春
天天气干燥，明显感觉特别好干，一会儿

画家简介：袁润和（1870-1954）,字
德甫。江苏东台人。工画，初师恽寿平，
又博采众长。尤工“锦灰堆”及博古、清
供，驰名南北。于建华，大河鉴宝书画鉴
定专家，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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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艺
术市集即可收藏您心仪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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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夫就干透了，养起来应该可以事半功倍
了。”喜欢混搭的谷子还听取了紫砂村“村
长”蒋卫东的建议：
“决赛前半个月左右换
成绿茶来养壶，滋润提亮的效果很棒，让
壶用最好的状态迎接决赛！”

养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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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
●咨询热线：
15036015619
●大河收藏微信小秘书：
dahejianbao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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