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大河 宝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珂 文图

5月18日至20日，2018河南第八届紫砂艺术节暨
首届中部茶器博览会即将在国香茶城举行，除了大师与
研高领军的精品紫砂外，作为紫砂节的延展与深入，本
届首度开启的茶器博览会是其中的重头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惟一 文图

时间，这个残酷而又无语微笑的伟大神祗，它冷漠地看着沧海桑田一遍遍轮回，看着短暂
的生命盛放了又枯萎，把一切都溶解在它晦涩不语的夜幕里，慢慢消隐沉睡。

那些暗夜里闪烁的灯火，却轻而易举地冲破了时间的城墙。姑苏城外的江枫渔火，寺庙
里的青灯黄卷，上元节的灯火阑珊，塞外的醉里挑灯看剑……在漫长的岁月里，点点灯火照亮
着守夜人那古老的悲欢。收藏古灯，就是收藏一个个故事，见证一段段历史。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弋 文图

五一放假期间，大河收藏艺术市集停了一期，结果就有不少藏友从微店后台联系到记
者，询问五一之后是否会恢复上新。今天，艺术市集又和大家见面啦！本期为藏友们带来的
宝贝是一件特别可爱的宋代小胆瓶，既可收藏，还可把玩欣赏，先睹为快吧！

此幅《凌霄八
哥图》的作者金影，
为河南美协会员，
郑州市知名老艺术
家。曾师从林国
选、何志伊习画，后
游学北京，得到李苦禅、王雪涛等大
师亲授。其作品格调明快，具有雅
静空灵之美。此画构图巧妙，笔墨
苍润互用，线条洒脱率意，注重处理
景物的聚散、呼应、顾盼关系，通篇
气脉连贯，神采飞扬。这幅作品属
雅俗共赏类型，重点推介给具有一
定审美层次的人士做装饰消费。适
宜悬挂在居室客厅或办公场所。

此幅《春柳黄鹂图》的作者王定
华，为海派知名画家，师从江寒汀，
曾任《艺舫画刋》主编。所作花鸟
画，浑脱自然，极具天趣。此图画一
只春风得意，借势欲飞的黄鹂，虽率
意简约，但却境随心出，气韵生动。
此画意蕴吉祥，雅俗共赏，重点推介
给年轻的创业者做装饰消费。适宜
悬挂在居室客厅或办公场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惟一 文图

5月19日下午，河南省第八届养壶大赛即将迎来决
赛。眼看着日子越来越近，就像玩“吃鸡”进了决赛圈，壶
友们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等着一决高下的时刻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惟一

今日（5月8日）上午，“得法——李学峰古典人物画展”在大鹏美术馆·河南馆开幕。展览将
持续至5月18日，公众可免费前往参观。

李学峰别署孑翁，室名得法楼，1957年生于河南淮阳，198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为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荆浩艺术研究院副院
长。上世纪70年代即从事中国画、连环画创作，美术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并获奖。先后赴法
国、美国、日本、荷兰、德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并举办
画展，多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以及各大艺术机构收藏。出版有《李学峰水墨人物》《中国当代著
名国画家·李学峰卷》《得法楼艺丛·李学峰古典人物》《当代名家素描·李学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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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AⅡ·04~05版易入门的古灯收藏——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

上周，记者走访古玩市场，
发现了不少古灯。一件民国时
期的铁灯，古朴大气，才300多
元，摆在家里既能使用，又是装
饰品，很适合入门者收藏；另一
件清代银灯，是藏传佛教供奉用
的，上面刻着各种纹饰，十分精
美；元代扒村窑白瓷灯，清雅洁
白，非常有韵味；清晚期青花灯

台，带有细密的缠枝花卉纹饰，
颇具观赏性；还有一件清晚期铜
灯台，表面已形成了一层包浆，
看起来厚实而沉稳。

大河鉴宝陶瓷鉴定专家李
卫国告诉记者，古灯是一门小众
收藏，市场上量不大，以清末民
国时期的居多。“瓷灯不易保存，
品相完好的不多，铁灯的数量相

对多一些。”李卫国说，“古灯假
货不多，因为不好仿，本身市场
价也不高，做仿品可能成本都比
卖价高了，所以基本上没人会去
仿。”对于入门阶段的收藏者来
说，清末民国的灯很适合入手，
价格不高、假货少、好玩好看，不
妨去市场上淘一淘哦！

灯的材质十分丰富，石、贝、
铜、玉、陶、瓷、金、银、铁、锡、竹、
木、水晶、琉璃……造型包括豆、
盏、壶、盆、风灯、马灯、人俑灯、
动物灯、烛台等。根据使用环境
的不同，还分为台灯、壁灯、挂
灯、吊灯、勾栏灯、提灯、行灯等；
除照明的基本功能外，更有宗
教、军事、医药、婚丧嫁娶等专用
之器。

灯是文明的火种，它的光芒

照亮了黑夜，拉长了时间。古往
今来多少著作写于灯下，多少爱
情发生在灯下，多少发明诞生于
灯下。它见证着凿壁偷光的勤
奋、洞房花烛的浪漫、青灯黄卷
的寂然、“醉里挑灯看剑”的豪
迈、“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
喜、“孤灯不明思欲绝”的凄凉，

“江枫渔火对愁眠”的苦闷……
灯火中的面孔渐渐消隐，灯火里
写下的文字却长存千年。

从祖先学会使用火的那一
刻起，人类文明便开启了崭新的
一页。聪明的人们慢慢开始使
用简单的灯具承载火烛，从原始
的石灯、海螺灯到青铜灯、陶瓷
灯、水晶灯、珐琅灯……灯具的
变迁史，见证着人类的文明史。

早期灯具的代表是“陶豆”，
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出
现，依照当时的食器——豆的形
状制成，人们用豆脂作为燃料盛
放在陶豆里，插上一根灯芯点燃
照明。到了战国时期，灯具更加
精致，出现了青铜灯，包括豆形
灯、簋形灯、连枝灯和人物形灯
等造型。

秦汉时期是古灯发展史上
的第一个繁荣时期，青铜灯设计

精美，技艺高超。河北满城汉墓
出土的宫女造型的“长信宫灯”，
通体鎏金，灿烂而华丽，设计十
分巧妙，宫女左手托住灯座，右
手盖着灯罩，右臂起到烟道的作
用，燃烧的烟雾顺着右臂进入中
空的体内，避免污染空气；宫女
的头部和手臂可以拆卸，灯罩可
左右开合，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
向、亮度和强弱。整个灯集实
用、科学、美观于一体，体现出古
人的智慧与技术。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瓷灯增多，开始逐渐取代铜灯的
主流地位；唐宋时期，蜡烛开始
广泛应用；明清时期的灯则更加
具有观赏性，造型多样。

秒杀一：袁润和《蒲石
图》

规格：26cm×19cm，水
墨纸本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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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鉴宝书画

鉴定专家于建华题识。
秒杀二：赤顶单丛
单丛茶既有绿茶的清

香，又有红茶的浓厚滋味，是
集花香、蜜香、果香、茶香于
一体的浓香型茶叶。它条索
紧结，油润，茶汤橙黄，透彻
明亮，滋味醇爽，回甘力强。
限时折扣，机不可失，仅有2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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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逸如《梅雀图》
规格：66cm×32cm，设

色纸本立轴
画家简介：余逸如，1924

年生人，上海人。名书画家
吕学端夫人。上海财经大学
毕业，酷爱书画文学。早年

从唐云、陈秋草游。民国间
参加上海中国女子书画会。
善花鸟，亦能山水，有声江
南。

童月莲《富贵有余图》
规格：111cm×49cm，设

色纸本立轴

画 家 简 介 ：童 月 莲
（1923～2012），浙 江 慈 溪
人。民国才女，大家闺秀。
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
新华艺专，先后拜唐云、吴湖
帆、张大千为师，为梅景书屋
和大风堂入室子弟。

六七十年代粉彩盘
规格：直径26cm
这件粉彩盘的盘中图案

为花开富贵，吉祥如意。可摆
放在茶架上或用镜框装裱，品
相极佳。

创汇期和田玉寿字牌
规格：高 5.8cm 宽 4cm 厚

0.25cm
品相一流，镂空雕，玉质

白润，性价比很高。

宋代扒村窑胆瓶
规格：高11cm
扒村窑是河南古代民窑，有

独特的艺术风格，产品多为白底
黑花，有宋代墨瓷遗址之称。这
个胆瓶品相完整，表面釉保存较
完整，白底黑花相映成趣，插枝
花摆在桌案，别有风景。

艺术市集周二上新——

可赏可藏的“萌萌”小胆瓶

河南省第八届养壶大赛决赛倒计时——

养壶游戏 拒绝“外挂”

在游戏中使用“外挂”，是一
种可耻的作弊行为，此前，知名
游戏主播卢本伟就因在“吃鸡”
时使用外挂被网友群嘲、被封
号，一首《凉凉》送给他……

养壶大赛当然也拒绝开“外
挂”行为，蒋村长表示，参赛壶不
可以通过上油、打磨抛光等方式
增加光泽度，也不能使用染色剂

等化学成分加深壶的色泽。开
“外挂”的壶一经发现，将直接取
消参赛资格。

养壶本就是一个修身养性
的过程。每天用爱壶泡茶，看它
一点点变化，直到有一天你会突
然发现它散发出动人的光芒。
这样的经历和感受，是那些“开
外挂”的人永远无法体会的。

一山不容二“壶”，就像铜锣
湾只能有一个陈浩南，养壶大赛
也只能有一个壶王。究竟谁有
这个实力呢？记者随机采访了
几位壶友——

十拿九稳派：资深壶友张先
生的五福临门壶经过精心养护，
看起来温润而均匀，就像穿上了
吃鸡游戏里的“吉利服”，在决赛

圈不用费太多力气，只要静静趴
在草地里当“伏地魔”就稳了！

全副武装派：养壶到了最后
阶段，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壶的安
全，万一有磕碰可就功亏一篑
了！壶友“谷子”已经把她的乳
鼎壶收进了原装的盒子里，壶盖
用皮筋固定好，小心翼翼地放进
柜子的高处。就像在游戏里，三

级甲、三级头装备齐全，保护我
方乳鼎壶！

落地成盒派：壶友“Lily”自
从领了太极壶，一直忙于工作，
至今只养了三次壶。在高手如
林的壶友圈中，这样的情况基本
上等于“落地成盒”了。“Lily”对
此后悔不已，表示下届比赛一定
要好好养！

煮水煮茶器是茶桌上必不
可少的物件。茶器博览会上，金
灶、佰宝、帝依、吉谷、龙隐斋等
一线大品牌集中亮相，不仅好
用，而且好看！

帝依的温茶罐小火慢炖，最

宜各种老茶；以水晶煮茶器横扫
市场、独领风骚许多年的佰宝，
技术研发愈加精准。“高原沸点
自动识别”、“加入冷水自动识
别”、“智能防干烧保护系统”、

“智能变频防溢出”等核心技术

专利，款款都是为消费者的使用
体验而设；吉谷“可以恒温”的电
水壶，让你告别一直担心的“千
滚水”。

煮的不是水，是情怀，是消
费体验的升级。

除青花、粉彩一类较主流审
美的陶瓷茶具外，市面上的茶器
类型日益多元，材质、器型、风格
有了更多的个性化选择。

非由人为，浑然天成的柴
烧，与细腻优雅的青花、粉彩差
异极大。相对于“先进”的电烧、
气烧，柴烧火温不易控制，耗时
长，成品率低，但也因而常常产
生难以预料的、浑然天成的美妙
纹路，非人力可为。其色彩，光
泽，结晶，落灰，拥有质朴、自然、
古拙的原始之美。表面的金属

质感，扑朔迷离的火痕，表面肌
理的变化，以及落灰、结晶花等，
形成独特的柴烧美学。

与古拙的台湾柴烧不同，正
心堂柴烧则以细腻见长，添加了
画工，细腻的山水、人物等中国
画题材与风格，器皿也比市面上
常见的柴烧更为轻薄、细腻、雅
致，文人气息。

闻名世界的日本国宝——
宋代建盏，向世人呈现了建盏惊
人的美。盏中宇宙的幻美如何
成就？此次亮相茶器博览会的

建盏，将为您呈现兔毫斑、油滴
斑、曜变斑等经典作品。

晋韵堂山西铁货来自铸铁
之乡晋城，早在战国时代，这里
就是铸造铁器、兵器的重镇。不
仅拥有丰富的优质铁矿石，更传
承了成熟的制铁工艺技术。纯
手工壶沿用传统手工铸造老工
艺，款款孤品，表面肌理全部由
匠人一锤一锤手工打造。每款
铁壶都要经过翻砂施蜡、浇铸打
磨、抛光、着色等共68道工序，耗
时45天方能成就。

传承千年窑火未熄的景德
镇，产业成熟无可质疑。而陶瓷
类茶具及摆件，一向为茶器中的
主流。本次亮相首届茶器博览会
的九段烧、小雅、贵和祥、乐窑、余
寅窑、正心堂古印雅赏等景德镇
名窑，是妥妥的颜值担当。

九段烧是景德镇陶瓷领军
品牌，开辟了心经、十八罗汉等
诸多经典作品，引仿效者无数。

其作品泥胎、釉质、绘工均为上
乘，器型以杯为主，兼有炉、盒、
罐诸样。题材除出自古典名著
之外，还有雪景山水、十八罗汉、
婴戏等传统题材。九段的粉彩
瓷器则多效仿珠山八友的风格，
丰富细腻，堪比纸本绘画。

小雅则以壶见长，多取花
鸟；贵和祥追求传统风格，釉色
发青，青花釉里红尤为难得。

茶器扎堆 大开眼界
——2018河南第八届紫砂艺术节
暨首届中部茶器博览会即将在国香茶城举行

大河收藏与河南省书画
收藏协会共同开启的河南省
优秀书画消费品推选配置中
心联合推荐

书画推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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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峰古典人物画展今日开幕

展讯 >>

看点 >>

历史悠久的灯

灯火中的文化

适合新手的小众收藏

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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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值担当：景德镇名窑

个性茶器：不一样的我

煮的不是水，是情怀

养壶如“吃鸡”，主要看实力

村长提醒：养壶拒绝“外挂”

凌霄八哥图 春柳黄鹂图

六七十年代粉彩盘

宋代扒村窑胆瓶

清晚期青花灯台

清代银灯

汉
代
长
信
宫
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