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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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惟一

七载时光，十届展会，“郑州国际珠宝玉文化博览会”早已是业内一张闪亮的名片。6月14日至
17日，第十一届郑州国际珠宝玉文化博览会即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400余家珠宝商再
度聚首，数十万件珠宝汇聚一堂，为您带来一场美的盛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惟一 文图

河南省第八届养壶大赛刚刚落幕，备受瞩目的“壶王”新鲜出炉。看着新任壶王李伟养出的润泽美丽
的太极壶，壶友们忍不住发问了：“同样是腰椎间盘，为啥你这么突出？”“怎样才能像你一样优秀？”谁能想到，
“业务能力”如此突出的壶王，竟是第一次参加养壶大赛的新手呢？记者专访壶王李伟，为大家揭秘背后的故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弋 文图

今年年初，昌泽茶业推出了一款狗年生肖“旺旺饼”，一上市，就受到了茶友们的追
捧，由于是今年的新茶，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宜藏宜品。品鉴这款昌泽好茶，那一定要用
好的茶器，本期艺术市集，就有一款南宋时期的黑釉建盏，品相一流，关键是有腔调！另
外，本周秒杀环节也加入了这款狗年“旺旺饼”，七折秒杀，好茶不等人哦，手慢无！

此幅《慈湖山图》的作者慕凌飞，为张大千入室弟子，在跟随其师耳濡目染的同时，遍临“大风堂
“藏品，于师古中领悟传统艺术真谛，并在游历名山大川中激发师造化灵感。在张大千的悉心指导下，
从一树一石到千岩万壑，皴擦点染无不注重法度，逐步形成了笔墨清润，气势恢弘的风格。这幅泼彩
山水，传承了大千先生雄健苍茫的山水气度，构图、设色、层次均经营有致，虚实对比强烈，林木葱郁，
屋舍俨然，山峦起伏，层崖叠嶂，一派生机盎然的壮丽景象。这幅作品意境深远，雅俗共赏，重点推介
给具有较高审美层次的人士做装饰消费或收藏传世。适宜悬挂在居室客厅或办公场所。

尺寸：67cm×33cm

主办单位：大河报社
承办单位：大河报大河收藏文创事业部、郑州千秋展
览策划有限公司
展会时间：2018年6月14日—17日
展会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咨询热线：0371-69177177
官方网站：www.qqzbz.com
微信公众平台：qianqiuyubohui（千秋玉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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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届郑州国际珠宝玉文化博览会6月14日开幕——

6月，赴一场美玉的约会！

珠宝玉石市场鱼龙混
杂，很多人不敢轻易下手，
怕买到假货、怕价格虚高。
不过别担心，在郑州国际珠
宝玉文化博览会上，多重保
障让你可以放心“买买买”。

首先，主办方对参展商
在源头上进行把关，精心筛
选信誉度高、有相关资质的
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参展多
届的品牌，口碑有目共睹。
同时，本次郑州国际珠宝玉
文化博览会延续历届免费
鉴定的传统，权威质检机构
将亲临现场，全套专业的设
备器材加上职业鉴定师多
年积累的经验，重重把关，
辨别真伪。先鉴定，后购
买，让你买得放心！

参展的产品多是原产
地珠宝商直供，省去重重中
间环节，售价普遍远低于市

场价格，可谓物美价廉，对
于广大市民来说是一个难
得的淘宝良机。

这世上有太多萍水相
逢的感情、一面之交的缘
分，而郑州国际珠宝玉文化
博览会愿成为你不常谋面
却心有灵犀的旧友，为你带
来持之以恒的惊喜和感
动。6月，我们不见不散！

最后，还有一个好消息
——扫描本页二维码关注

“千秋玉博会”微信公众号
预约报名，可享受入场绿色
通道，还
能 在 现
场 礼 品
咨 询 处
领 取 精
美 礼 品
一份哟！

郑州国际珠宝玉文化
博览会已成功举办十届，
积累了上百万人次的观展
量、十余万名高端客户和
数百家优质参展商，可谓
中原地区同类展会中的佼
佼者。如今，第十一届郑
州国际珠宝玉文化博览会
即将开幕，招商已近满员，
一位难求；参展商来自全
球各大珠宝原产地，不乏
知名大品牌，为中原人民
带来纯正的原产地珠宝美

玉。
碧绿的翡翠、温润的

和田玉、剔透的水晶、神秘
的祖母绿、莹润的南红玛
瑙、河南特产的独山玉和
密玉、金光灿灿的黄金、流
光溢彩的欧泊、设计精美
的台湾首饰、清雅的沉香
手串……展品不仅有天然
去雕饰的玉石，还有工艺
绝伦的珠宝首饰，出自知
名玉雕大师之手的玉牌、
手镯、把件、摆件等各类收

藏艺术品，品种十分丰富，
不管你想要啥样的珠宝，
这儿都有！

台湾得宝传家珠宝展
团、桂林龙胜县鸡血玉协
会、镇平玉雕精品展团、雅
仙珠宝收藏级欧泊……几
大特色展团和特色展位将
成为展会上的亮点。桂林
龙胜县鸡血玉协会是首次
参展，鸡血玉温润细腻，别
具一格，抛光后呈现玻璃
光泽，具有很好的雕琢加
工特性；2012年 9月，桂林
鸡血玉作为第九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国家政要纪念
品跻身“国礼”之列，令人
瞩目。镇平玉雕精品展团
此前曾参加过郑州国际珠
宝玉文化博览会，收获了
极佳的口碑，来自镇平的
非遗传承人、玉雕大师、玉
雕企业组团参展，打出“镇
平玉雕·诚信天下”的标
语，用优质的原料、大师级
的设计与雕工彰显镇平玉
雕的品牌形象，展示“中国
玉雕之乡”的独特魅力。

河南省第八届养壶大赛“壶王”出炉——

这个“新手”不一般

李伟做白酒红酒生意，
也经营茶叶。“茶文化、酒文
化，包括太极所代表的道家
文化，都是传统文化精髓，
我非常喜欢。”李伟说，“太
极讲究阴阳相生，道法自
然，我养太极壶时便秉持着
道法自然的理念，没想到养
出来的壶果然浑然天成。”

养壶大赛决赛台上的
壶可谓形形色色，有不谙世

事的傻白甜，有用力过猛的
油腻型选手，也有恰到好处
的自然派。用力过猛的壶
看似光彩照人，却像千篇一
律锥子脸的网红，带着一丝
刻意讨好的雕琢感；自然派
的壶则有一种令人舒服的
特质，如松间明月、石上清
泉、闲花落叶、静夜空山。
李伟的太极壶，便是后者。

李伟一直是个坚持自

己想法、不随大流的人：“比
如我去买衣服，从来不听导
购的建议，自己喜欢就好。
养壶也不能随大流，不要到
处去学别人的方法，也不要
用别人眼中美的标准来定
义自己的壶。听从自己内
心的感受，用心去浇灌滋养
壶，保持它纯粹自然的同时
为它注入情感与生命力，才
能养出一把有灵气的壶。”

养壶大赛决赛当晚，新
任壶王李伟发了一条朋友
圈：“第一次参加养壶比赛，
意料之外，非常惊喜，太极
壶得了最高级别奖项——
壶王，还获得了半瓜壶组二
等奖！这也是今天送给老
婆的一个生日礼物！”

李伟大概从四五年前
开始喝茶，陆陆续续买过不
少紫砂壶，也曾在大河报上
看到过养壶大赛的消息，但
是“没有信心，不敢参加”。
后来，一位朋友带他去了国
香茶城紫砂村，“在这里认
识了蒋村长和一些壶友，正

好遇到第八届养壶大赛开
始领壶，我很喜欢太极壶和
半瓜壶，就领养了这两把”。

以前，李伟只是喝茶时
用用紫砂壶，并没有特意去
养壶。参加养壶大赛后，他
非常上心，认认真真地开
壶，“先用清水煮壶半小时，
再用大红袍茶水煮壶半小
时，清洗干净就完成开壶
了”。随后是日常泡养，李
伟选择用上好的大红袍来
养壶，用的水也是铁壶煮出
的矿泉水，十分用心。

同时养太极和半瓜两
把壶，李伟有自己的妙招：

“我是两把壶同时养，养一
把壶时，另一把就充当公道
杯。”他格外注意壶的清洁，
每次用完壶会专门烧一大
壶水来冲洗壶，“先冲壶底，
再冲壶内部和壶盖，然后盖
上盖子整体冲洗，每个角落
都不要放过”。

和想象中不同的是，李
伟养壶的频率并不高，平均
每星期两次左右；盘壶也不
勤，半个月到一个月盘一
次，也就干盘几分钟，不会
很使劲地一直盘。“就像人
洗澡一样，不能洗得过分勤
了，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

艺术市集周二上新

用南宋建盏
品昌泽好茶

秒杀一：吴咏香《花鸟图》
规格：35cm×58cm，设色纸本

单片
画 家 简 介 ：吴 咏 香

（1913-1970）女，福建闽侯人。
名画家陈隽甫夫人。幼嗜书画，
受知于齐白石、溥心畬。后居台
湾，曾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教
授。

秒杀二：昌泽·狗年生肖纪念
生、熟茶（各限5饼）

规格：357g/饼
原料：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
好茶出自高山上。这批合作

纪念饼的原料正是产自昌泽布朗
山的专属茶基地，全部选自平均
海拔1600米以上，茶树树龄100
年以上的云南大叶种老树，取
2016年、2017年两年的纯料春茶
茶青，西双版纳干仓陈存转化，再
经传统手工揉制，蒸压，传统低温
干燥而成。

如您喜欢本期藏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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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市集所有藏
品均经大河鉴宝专家团队鉴定，
保真包老。

梁于渭《山水图》
规格：27cm×37cm，设色纸本镜片
画家简介：梁于渭（？—1913）字鸿飞，又字杭叔、杭雪，广

东番禺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历官礼部祠祭清吏司司员。喜画
花卉，晚嗜山水，法元人，意境宕逸。

金寿泉《松鼠图》
规格：137cm×40cm，设色纸本立轴
画家简介：金寿泉（1896-1980后）名宏鼎，以字行。江苏

苏州人，寄居上海。海上画派著名画家，亦工书法。

南宋建窑黑釉茶盏
规格：口径9.5cm高4.8cm
这个黑釉茶盏品相极好，没有任何凸起的窑粘，底部半施

釉，而且是窑址出土，不是陪葬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实用器，
用它来喝茶，别提多有面了！如果您想感受一下宋代茶人的
茶生活，那就快收藏它吧！

清代和田玉蝴蝶
规格：长4.7cm高2.7cm
半面工，包浆圆润，玉质洁白，蝴蝶象征着自由、美丽，既

可作为包挂，也可穿绳佩戴，特别适合女性。

民国时期琉璃手串
规格：直径1cm
这是一条琥珀色的琉璃手串，算盘珠造型，如果您觉得老

琥珀手串价格太高，那不妨考虑入手这条琉璃手串。

萨珊王朝古印珠
规格：直径1.8cm
这是一枚萨珊王朝时期的印珠，不少藏友都不太明白印

珠的作用，其实，它就是一种私人身份的象征，类似于今天的
私人印章，和摁指纹、签名差不多，表明印珠主人参加了一项
交易，同样也有同时期的印戒。这枚印珠图案为鹰抓蛇，象征
着速度，目前，由于印珠收藏国际化，大量劣质假印珠涌入市
场，难以辨别，来大河收藏艺术市集购买，保真！

珠宝盛会 熠熠生辉 保真靠谱 物美价廉

壶王分享养壶经

道法自然出好壶

瓷杂板块

书画板块

本周秒杀

南宋建窑黑釉茶盏

清代和田玉蝴蝶

萨珊王朝古印珠

梁于渭《山水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