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
茶。

大雨过后的勐海天空云蒸霞
蔚，宁静清新，但通往老班章的崎岖
山路上却从不寂寞。

红酒论酒庄，普洱讲山头。凡
是玩古树茶者，如果说你不知道老
班章，那都不好意思开口谈茶。

老班章，有普洱茶王之说。之
所以称之为王，一是因为它的茶品
之高、茶性之烈，二是因为它的价格
高,也非一般普洱所能攀比。实际
上，现在市场上看到的通常都属于

“老班章牌”普洱茶，类似大红袍岩
茶一样，茶叶本身同那几棵古树其
实没有直接瓜葛。

布朗山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勐海县，布朗族为古代濮人后裔，
可说是茶业的始祖，是他们最早栽
培、制作和饮用茶叶。从勐海到老
班章村开车需要2个多小时，海拔约
1800米，山路崎岖，陡斜难行。由
于所处位置偏僻，有幸保留了众多
古茶树，正好为老班章茶这独特口
感营造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茶
以寨子命名，让这偏居一隅的古老
村落享誉天下。

在云南颇具根基的昌泽茶人对
老班章很有心得。近些年，不断有
老班章珍藏茶面世，成为大受茶友
欢迎的高端产品。

展现在眼前的这饼昌泽2018

老班章饼型饱满周正，小心翼翼地
掀开棉纸，展露眼前的是色泽油润
饱满、叶片厚大且修长、绒毛多且发
白光的老班章茶饼，嗅上一嗅，只是
干茶香气已使人醉了七八分。水至
滚沸，入碗冲泡，醒出的茶汤如油
脂，绵滑而稠厚，并不似一般茶汤那
样稀薄，当真对得起“茶汤”二字。
汤滑入口，扩张力极强，转瞬攻占了
全部口腔。

昌泽茶庄园主人汪泽世为我们
介绍，这款 2018 老班章是采选了
2016、2017、2018三年的头春老班
章古树纯料，经他之手反复调试后，
最终拼配压制而成。

汲取三年的老班章古树精华，

昌泽2018老班章为我们所呈现出
的是一番广袤浓郁、和谐包容的饱
满气息。三年的古树纯料滋味各有
千秋，兼有山野气与古树韵，拼配之
后真可谓是“天作之合”，口感饱满，
变幻丰富，喉中隐凉，舌底生津，兰
香非常持久，三十泡而有余香，将老
班章古树茶所特有的那种霸气绽放
得活力四射。

在品饮2018老班章的时间里，
须臾中的惊喜开启了更多元的感官
世界，每一泡茶的等待，都幻化成
味觉中的独白和期待，仿佛在娓娓
诉说，千年古树的光阴，三年精华的
浓缩，只不过此刻手中的那一盏香茗
罢了。

上周末一个暑热的日子，明艳
艳的太阳晒得人发晕。闲逛至国香
茶城寻好茶喝。听闻茶主人李思凝
新进了上好的凤凰单丛，我便寻香
而去。

提到凤凰单丛，味觉记忆瞬间
唤醒。其实喝到它的次数统共加起
来不过三五回，然而只一泡，便记住
了它那独特而浓郁的花蜜香。然此
茶虽好，却并未在蓬勃的中原茶市
火起来，始终是小众而低调的存在。

李思凝亲自侍茶。先取出一泡
赤顶单丛鸭屎香。

且慢！鸭屎——香？这是什么
操作？

看到我脸上惊诧的表情，李思
凝乐了：“别误会，其实并非是鸭屎
的味道，此名是得自这款茶生长的
土壤，色黄而似鸭屎，因其肥厚，营
养物质丰富是也。”哦呵呵，这我就
放心啦，想必这茶滋味极是厚重。

李思凝取一白瓷盖碗，三只小
品杯。沸水冲烫过茶具，干茶投
入。递来看过，叶片肥壮，条索紧

结，近闻有干香。
沸水注入，加盖，不过数秒，出

汤。取杯至嘴边细闻，好清鲜！忙
不迭入口，油厚顺滑，滋味饱满，而
回甘极快。

李思凝手法极是娴熟，一碗三
杯，每道冲泡都重新沸水烫洗，是正
宗的潮汕泡法。“无论几位客人，都
是三只品杯，刚好与盖碗的容量相
配。”杯子轮流使用，每道的烫洗一
是为了卫生，更重要的其实是保持
水温与杯温的稳定，进而才有了每
道茶汤的滋味均匀稳定。

果然呢！不知不觉间喝罢了十
余道，每一道的汤色均匀，且滋味并
未稍逊，而凤凰单丛最经典的花香
味却是越发浓郁。盖碗中的茶底已
经带了青绿，正是鲜明的春韵。

喝透了鸭屎香，这香充盈了整
个口腔、鼻腔、腹腔，直至整个人被
这香的魂魄占领。可它为什么这么
香？哪里来的香？不由人不产生疑
问。不考究好茶的茶客不是好买
主，必得寻根究底，闹个明白，才是

咱资深茶客本色。
李思凝娓娓道来：凤凰单丛为

高香型茶，顾名思义，单丛是以单株
茶树制作，而茶树经多年嫁接培育，
形成十余种香型如芝兰香、蜜兰香、
姜花香、玉兰香、桂花香等，既有绿
茶的清雅，又有红茶的醇香，实在是
乌龙茶中的小甜甜。

好山好水出好茶，是颠扑不破
的真理。“凤凰龙溪水，赤顶单丛
茶”，广东潮汕地区的凤凰山，为潮
汕第一高峰，日照强，温差大，常年
浓雾弥漫，凤凰溪涧在山间穿流，共
同孕育出这香气馥郁的单丛茶。而
凤凰山高处因日照泛红被当地人称
作“赤顶”，品质尤佳的“赤顶茶”便
出自这里了。

好茶还须好工艺，赤顶单丛茶
全部采用古法手工焙制，山韵香气
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与彰显。保留
了凤凰山特有的山韵香气。而不同
的鲜叶，因其不同的天赋秉性，分别
采用轻火中火重火，或彰显其香，或
取其醇厚，成就各自不同的风貌。

距大河报发布中原书画大赛报
名开启的消息已过去两周，记者从
组委会了解到，两周以来，打电话咨
询与报名的朋友络绎不绝，尤以老
年朋友居多。看来，老年群体确是
而今民间书画创作的主力。

令人欣喜的是，作为未来生力
军的青少年书画爱好者也在逐渐成
长起来。恰逢暑期，不少家长打来
电话表示：漫长的暑期正发愁如何

打发，恰好在大河报上看到了中原
书画大赛的消息，立马跟孩子商定
报了名，正好让孩子利用暑期认真
研读书法，有了阶段性成果之后就交
幅作品参赛，既是跟专家和同好交流
的机会，也是个检验。而且赛程中间
还有好多讲座和展览，是难得的学
习机会。一位刘姓家长对书法情有
独钟，他在电话中表示，中国书法是
抽象艺术，也是高级艺术，有其他艺

术品类所不具备的独特的美，过去书
法是中国人的基本功，如今书写工具
革新了，电脑普及后，甚至连笔都不
再掂了，书法的实用功能转化为审
美功能。在快节奏的时代，这样一门
舒缓旷达的艺术，更是一种性情的涵
养，情操的涵养，让孩子早早学书
法，坚持练书法，必定受益无穷。

商丘一家艺术培训机构负责人
打来电话表示，要组织会员集体报

名参赛，“毕竟，由大河报和河南省
书画收藏协会主办的书画大赛，又
有美协和书画院进行学术指导加
持，专业性有保障，机会难得！”

报名须知：
大赛面向全社会，个人及团体

皆可参赛。拟分为青少年、成人、老
年三个赛季。青少年季和老年季即
日起同期开启，面向全省书画爱好
者。其中少儿组（6-12岁）、青少年

组（13-18岁）；老年组60岁以上。
自发布消息之日起启动赛程，接

受作品投稿，至8月31日投稿截止。
作品题材、主题、内容不限，尺

幅不限。美术类涵盖中国画、油画、
素描、水粉、水彩、儿童画、电脑绘
画、漫画、剪纸等；书法类涵盖毛笔
书法、硬笔书法。

大赛特邀省书画院、省美协、书
协及其他艺术团体的相关专家组成

评委会，以确保评审质量。根据来
稿数量设特等奖5%，金奖10%，银
奖20%，铜奖35%，优秀奖若干。

大赛特设“未来艺术家”奖10
名，颁发奖金，并成为主流媒体重点
推介宣传和组织专家重点进行培养
的对象，亦可以作为河南书画收藏
协会重点关注的艺术市场潜力人
才。另设组织辅导奖与集体组织
奖，奖掖参赛组织者与机构。

此幅《孔雀图》的作者袁晓岑，生前为云南省美协主席，中
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理事。著名美术评论家鲁慕迅将其与齐
白石、林风眠、潘天寿、李苦禅、吴作人、王雪涛等大家一并统称
为“当代中国花鸟画的铺路者”，有多幅作品分别陈列于北京人
民大会堂和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他的作品在放怀诗意的同时，
力求与民族性、地域性相统一，注重表现描写对象的形神和灵
性。此图描绘的是一只处于大自然中的孔雀，构图没有程式之
感，且设色清新，配景野逸，充分表现了灵禽的矫健、祥和特
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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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cmX45cm，推介价5.8万元

河南省第九届养壶大赛投票
选壶已进行三波，上期，紫砂村

“村长”蒋卫东的亲弟弟蒋小东
带来他擅长的浑方器，5款精心
准备的候选壶颇受壶友欢迎，最
终，八瓣莲子壶以65%票数的绝
对优势胜出，成为本届养壶大赛
参赛壶。

本届三张新面孔已亮相完
毕，剩下的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
友了。本期将要与大家见面的，
是连续参加几届大赛、人气极高
的紫砂“星四代”小美女勇禹愿，
是不是很期待呢？

最年轻的“老面孔”

1993年出生的勇禹愿，是历
届养壶大赛参赛壶制作者中最年
轻的一个。虽然年轻，她却已经
不算“新人”，而是养壶大赛壶友
们熟悉的老面孔了。第七届养壶
大赛，她的玉笠壶灵动清新，人气
超旺；第八届养壶大赛，她的“鲍
青瓢”凭借紫砂世家的背景、精巧
的设计、珍贵的泥料等种种因素，

吸引了大批壶友的青睐，率先被
抢订一空……

说起传承，勇禹愿算是“星四
代”了——母亲鲍青是国家级高
级工艺美术师，外婆张红华是研
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江苏省
工艺美术大师、江苏省陶瓷艺术
大师、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外婆
的老师更是紫砂巨擘顾景舟……
这一连串名字，真是羡煞旁人！

自幼耳濡目染，勇禹愿的身
上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紫砂范
儿”。出生于1993年的她，2012
年从中国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
跟随美院导师黄海兰专修中国
画，为制壶和陶刻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后来，她回到家乡，跟随外
婆张红华、母亲鲍青学习制壶，因
对陶刻更感兴趣，便拜师学习陶
刻技法，并在2014年获得了工艺
美术员的职称。

天生的秉赋加上后天的努
力，让勇禹愿的艺术才气徐徐彰
显，已有厚积薄发之势。她把书
画艺术美学融入壶艺之中，作品
大气清新，点、线、面过渡浑然一

体，形、神、铭、韵相得益彰。刚
“出道”几年的她，绝对算是一个
潜力股。从艺术角度看，勇禹愿
的壶艺得到名师指点，进步神速；
从收藏投资角度看，紫砂世家传
人的作品往往有巨大的市场潜
力，本次勇禹愿的参赛壶将由外
婆张红华大师亲自监制，自带明
星光环，未来有很好的升值空
间。艺术潜力加升值潜力，再不
pick她就晚了！

好壶五选一等你来投票

养壶大赛组委会从勇禹愿的
作品中精心选择了5款各具特色
的候选壶，根据壶友投票情况最
终确定参赛壶型，快来看看你喜
欢哪个吧！

第一款是传炉壶，泥料为紫
泥，容量160cc。这款壶由勇禹
愿的母亲鲍青设计，雅致而大气，
比例恰到好处，妥妥的大家闺秀
范儿；壶身有大枝亲自刻绘的竹
石图，清逸脱俗，颇有文人气息。

第二款是简秀壶，紫泥，
200cc。壶如其名，简洁端庄而
灵秀，线条流畅，实用易养，值得
入手。

第 三 款 是 潘 壶 ，紫 泥 ，
160cc。壶型小巧精致，圆润可
爱，非常适宜女士使用和把玩。

第四款是匏瓜壶，清水泥，
220cc。这款壶造型更加浑圆，
如同一只可爱的匏瓜，让人忍不
住想放在手中摩挲盘玩。如果你
喜欢它，就给它投票当个“吃瓜群
众”吧！

第五款是如意西施壶，大红
袍泥，180cc。整个壶饱满精致，
泥料上佳，壶嘴、壶把处都有如意
造型寓意吉祥，颇具美感。

五选一，你最爱哪个？快来
投出你宝贵的一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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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已至 不如作画
——中原书画大赛报名火热进行中

河南省第九届养壶大赛投票选壶第四波——

“星四代”勇禹愿 年轻的“老面孔”

我认得那一缕香魂
——品一泡凤凰单丛

三载古树精华成就了它
——昌泽2018老班章

作品收件地址：郑州市二七路55号省书画院6楼中原书画大赛组委会（请在作品右下角用铅笔注明作者姓名、年龄、性别、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
报名费用：每位参赛者需缴纳80元报名费。
组委会电话：0371-68103853、18339286627（刘老师）18695843653（赵老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惟一 文图

投票方式：
1.关注“大河报大河收藏”

微信公众号，进入相关文章链
接进行投票。

2. 发 送 短 信 至
15036015619参与投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珂 文图

□特约撰稿 刘芳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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