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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泽有机班章（又称昌泽
有机“大白菜”）是继2018纯料
老班章之后推出的又一款惊
世力作、行业标杆，虽然品质
足以媲美贵到天价的2018纯
料老班章，价格却向寻常百姓
日常品饮的口粮茶看齐。

班章有机茶园基地位于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
朗山北纬21°～22°的黄金
产茶地带，距离老班章村的直
线距离仅有1000多米，地处勐
海县那达勐水库周边，平均海
拔1700~1900米，此地不仅为
有机班章的核心产地，也是一
级水源保护区。这片山域年
均日照时长超过2088小时，平
均19℃的恒温天堂，80%的森
林覆盖率，造就了班章古树茶
园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

那达勐水库为整个勐海
县提供生活用水，对周边居民
生活、植被种植等各方面要求
极严。水库周边群山环绕，多
雾的气候营造了优良的茶树
生长环境——不但减少了茶
树生长空间水分的消耗，每天
还能增加0.2~0.4毫米的雾露
地表水，提高空气湿度，同时，
云雾又使阳光变成更利于茶
树生长的漫射光。

占地2000多亩的昌泽班

章有机茶园就散布于这片山
坡上，环抱着整个水库，得天
独厚的生态环境正是霸气王
者之香的根源。

现在市面上无论大品牌
抑或是小厂家都在以“有机”
为噱头，推广自己的产品。而

“有机”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
一个名词或者一个概念，它是
放心、安全的象征，是食品未
来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官。

而有机茶叶认证对需要
认证茶叶的生产、加工、标志
和销售、管理体系都有极高的
要求，包括预包装食品标签、
农田灌溉水质、土壤环境质
量、环境空气质量、保护农作
物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
度、食品企业通用卫生等每一
个极其微小的细节。

昌泽有机茶园的茶树全
过程采用有机栽培，严格按照
国家有机产品标准管理茶园，
是云南省内稀缺的纯天然、无

污染、原生态有机普洱茶园，
并通过了南京国环有机产品
认证中心认证。

昌泽有机茶委托加工厂
为福海茶厂，每一饼茶的包装
棉纸上均有由国家权威机构
颁布的有机认证，每一饼均在
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
备案，该中心的认证标志就是
茶圈内赫赫有名被称之为“大
白菜”的标志。所以，市面上
流传甚广的“大白菜”，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就是南京国环有
机产品认证中心认证的有机
产品，纯正的血统不仅仅是有
机，还得出自南京国环有机产
品认证中心。扫描标志上的
二维码可以识别真伪，刮开贴
标底部涂层，可以清晰准确查
看到每一饼茶叶的有机码，独
一无二的有机码不仅彰显着
每一饼茶的身份，也是识别真
假的重要标志之一。

现场：报名火爆

大河报发布中原书画大赛报
名开启的消息已过去两周，记者上
周在报名现场了解到，连日来，不
断有报名者电话咨询或来到组委
会报名现场，甚至有些心急的报名
者已经交上了作品。

报名的朋友来自省内各地。
一位耿姓老年朋友特意从侯寨赶
到报名现场，并带来了自己的三
幅作品参赛。这位耿大爷对工作
人员表示，自己打小就喜欢书法，
一直没有中断过，但并没有接受
过专业的训练，也没接触过专业
的圈子，只是跟身边喜欢书画的
一些朋友经常交流。这次除了自
己报名，还替另外一位老年朋友
也报上了名。他表示，回去要把
中原书画大赛的消息告诉身边喜

爱书画的朋友，让他们也来参赛，
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太可惜
了！

一位家长带着12岁的小朋友
来报名，也直接带来了作品——一
幅水粉画，一件硬笔书法，“正好放
暑假了，让孩子参加这个活动，听
说还有讲座和画展，是个难得的学
习机会”！

一位河南籍在京工作的女士
得知了中原书画大赛的消息，第一
时间从北京打来电话想要报名，得
知目前仅开设了老年组与青少年
组，而她的年龄两边不靠，这位女
士很失望，再三叮嘱工作人员，成
人组开启的时候一定要通知她。

还有一位公安厅的朋友打电
话来为老父亲报名参赛，老人家年
逾八旬，退休后就迷上了写字画
画，基本上除了日常生活，所有的

时间都被书画占领，乐此不疲，他
希望给父亲一个展示和交流的机
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老人家非
常开心，非常期待。

除了个人报名参赛外，不少书
法绘画的培训机构、社会办画室等
也打来电话咨询，要求团体参赛。

恭喜你，找到组织了！

主办方表示，从目前交来的
为数不多的作品，以及跟报名的
朋友交流了解到，许多民间书画
爱好者的创作状态是自主的，相
对封闭的，并没有多少机会接触
外界，更别提专业圈子，通常是自
己摸索，拿书法来说，谈不上什么
风格法度，自由体居多。“这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民间创作的状
态。”

而这批作者，有一个共同点
——对书画艺术特别热爱，投入大
量的时间、精力和巨大的热情，一
旦开辟了思路，找对了方法，打开
了眼界，有相当的提升空间。而这
正契合了中原书画大赛的初衷。
低门槛，只要有对书法绘画各美术
门类的喜好，都可以参与进来，而
平台提供的，是开阔的艺术视野，

专业的艺术指导，浓厚的艺术氛
围，干货十足。

主办方表示，报名者的热忱
令我们感动，也让我们看到了对
民间书画创作的巨大热情，以及
广大书画爱好者对专业创作指导
与展示交流的渴求。尤其是社会
上众多的书画艺术培训机构，它
们诞生于民间的土壤中，很多是
自生自灭的状态。最近的培训机
构年检结果显示：仅郑州一地，艺
术类培训机构就达30余家，未进
行年检的新生机构或潜在的更
多。这批艺术培训机构，也是大
赛要重点支持的对象，给予它们
一个展示的平台，鼓励和引导，这
本身就是种肯定和支持。大赛还
将为它们提供一系列的后期服
务，如免费使用展厅、办公益展览
支持等。

大赛期间，将邀请省内书画方
面的知名艺术家，举行书画相关的
讲座，组织小型作品展（包括当代
艺术家创作展与收藏作品展），并
由特邀艺术家现场点评。参赛选
手皆可到现场与艺术家互动。依
托专业团体的强大资源与人脉，比
赛的过程也将是一个认知学习的
过程。

河南省第九届养壶大赛投
票选壶已进行四波，上期，“星四
代”小美女勇禹愿带来的5款紫
砂壶备受壶友喜爱，最终，传炉
壶以54%的票数胜出，成为第九
届养壶大赛的参赛壶。

今天即将出场的工艺师吴
彬是紫砂“顾脉张派”传人，实力
超群。擅长方器的他，精选了5
款造型各异的方器供大家选
择，快来看看吧——

顾脉张派 名师高徒

养壶大赛的壶友们对张红
华大师应该颇为熟悉，她曾经
担任了好几届的评委呢！张大
师的一连串名号可谓如雷贯
耳：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江苏省工
艺美术大师、江苏省工艺美术
名人……她的老师，更是紫砂
界的泰斗巨擘——顾景舟。

张红华的弟子吴彬，便是紫
砂“顾脉张派”的传承人。吴彬
1970年出生于宜兴丁蜀镇制壶
世家，自小对紫砂文化耳濡目
染。1986年，他步入宜兴紫砂

工艺厂这座艺术殿堂，师承张红
华大师，在其门下专业系统地学
习紫砂成型制作手法，刻苦钻研
紫砂传统技能，为日后技艺的提
升打下了扎实基础。

30多年的制壶生涯，吴彬
在留承师门素养和真传的基础
上，逐渐形成了雄健严谨的个
人风格。他尤其擅长方器，无
论造型设计还是全手工制作都
信手拈来，作品多次在各种专
业展览中展出并获奖。

上届养壶大赛，吴彬带来
原创壶型——太极壶，巧妙的
构思和高难度的制作技艺，给
壶友留下了深刻印象。本届他
再度参赛，会给大家带来怎样
的惊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5款方器 等你投票

紫砂历来有“一方顶十圆”
的说法，方器制作难度大，特别
见功力。吴彬带来的这5款方
器，都是全手工制作，各具特
色，就看你喜欢哪款了——

第一款承古壶，紫泥，
360cc。这款壶典雅大气，古韵

盎然，壶身两道装饰线条，更显
别致。

第二款大彬六方壶，泥料
为底槽清，350cc。这款壶和上
届的太极壶有些相似，壶身为
六棱形，壶盖则是圆形，把刚劲
与圆润完美结合。

第三款独尊壶，紫泥，
300cc。壶身、壶盖、壶嘴、壶把
皆为方形，端庄沉稳，壶钮别出
心裁地设计成神兽造型，呈现

“唯我独尊”的霸气。
第四款若拙壶，紫泥，

320cc。这款壶是方形，棱角处
却处理得很圆润，不像其他几
款壶棱角分明，蕴含着一种“大
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智慧。

第五款是亚明四方壶，泥
料为底槽清，320cc。这是一款
传统器型，上世纪60年代由著
名书画家亚明设计、紫砂大家
王寅春制作而成，造型一方到
底，处处皆方，气势挺拔，沉稳
大气。底槽清泥料产于紫砂矿
的最底层，质地精纯，泥质细
腻，成色稳重，容易养出效果。

五选一，你最爱哪个？快
来投出你宝贵的一票吧！

河南省第九届养壶大赛投票选壶第五波——

一方顶十圆 快来选一选

消夏哪里去？中原书画大赛等你来
青少年季、老年季同期开启，报名持续进行中

好喝不贵，新款有机“大白菜”出笼啦！
——2018昌泽有机班章亲民面世

此幅《观云听泉》图的作者胡春雨，为河南省美协会员，职业画家。他
的作品师法传统而不拘泥于古人，博采众长而不迷失自我，在兼收并蓄中
逐渐形成了自己既有写实造境，又有写意抒怀，着色鲜明而和谐，笔墨纵
情而悠远的独特格调。此作品描绘的是深秋雨后的山间景色，层林尽染，
黄绿相间，云绕华亭，泉流石上，又有幽竹掩映的小桥，闲观美景的游人，
组成了一幅既苍茫郁勃，又清静闲适的自然景观。“观云听泉”，也许正是
作者寻幽览胜，以期净化心灵的不懈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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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cmx68cm，推介价3000元。

此幅《富贵图》的作者连俊洲，为河南省美协副主席，河南省书画院专
业画师，中国美协会员。其花鸟画作品骨骼清奇，气韵雅致，曾在全国的
画展中屡获大奖。这幅以牡丹为题材的作品，立意高华，寄托吉祥；构图
巧妙，开合有度；设色典雅，艳而不俗。尺幅虽小，但容量较大，几枚花朵
有藏有露，俯仰向背，多姿多彩，且在黑色湖石的映衬下，愈显婀娜清雅和
华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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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或闺房。

134cmx20cm，推介价1.5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珂

暑期溽热，宅在家里没事做？由河南省书画院、河南
省美术家协会任学术指导单位，大河报·大河收藏与河南
省书画收藏协会共同主办的大河杯中原书画大赛报名已
启动，首期青少年季与老年季同期开启，喜欢画画、写字？
想跟专业人士交流又找不到圈子？来啊，等的就是你！

□特约撰稿 刘芳溪(图片由昌泽茶业提供)

好茶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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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为“青少年季”，面向
全 省 6～18 岁 的 书 画 爱 好
者。少儿组（6～12岁）、青少
年组（13～18岁）。

自发布消息之日起启动
赛程，接受作品投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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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作品数
量不限。入选作品后期将退
回本人，未入选不再退回。

大赛特邀省书画院、省
美协、书协及其他艺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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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设组织辅导奖与集体
组织奖，奖掖参赛组织者与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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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
方 式:1. 微 信 转 账: 添 加
18695843653(赵老师)微信；
2.通过邮局邮寄:郑州市二七
路55号省书画院6楼中原书
画大赛组委会赵燕收。

组委会电话：
0371-68103853
18339286627(刘老师）
18695843653（赵老师）

报名须知：个人、团体均可参赛

值班主任路六居本期统筹宋璟瑶责编 王珂美编季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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