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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火就一个字

祥源茶总经理吴锡端受邀出
席白茶会上的80后茶会及斗白
茶活动，见到记者便聊起一起见
闻：“从高铁站打车来国香，出租
车司机标配是个大玻璃杯，里头
泡了茶，我一问，正是白茶！”这可
撞到了行家，吴锡端便随机做起
了市场调查，司机表示，白茶方
便，怎么泡都好，闷了也好喝，作
为他跑车专属饮品已经两三年
了。“这就表明白茶在这边的接受
群体很广泛，而且这位司机简单
的话点明了白茶的特点，这正是
它迎合市场被迅速接受的根本原
因。”

可见，即便受大环境影响，消
费整体比较冷清的当下，白茶仍
然保持稳定增长与持续的市场热
度，好喝才是硬道理。

祥源白茶在河南办过多场推
介会，吴锡端总是亲自主讲，“三
年前讲还蛮辛苦，茶友们会问到
很多常识性问题，现在就完全不
同，提问专业了。白茶推广普及
非常快，市场接受非常快”。

入门茶客群体迅速增长，老
茶客也普遍接受。吴锡端常年奔
波全国市场，近期从南到北走了
一圈，发现即便在成熟的传统市
场广州，白茶也从边缘进入主
流。“之前广州市场没有太关注白
茶，以前白茶就是最普通的饮料，
寿眉、贡眉这些，现在出现变化
了，广州有些档口开始专卖白茶
了,而且银针、白牡丹这些品级份
额居多，产品结构明显变化。”

愿景：让喝茶变简单

中国茶叶进出口总公司副
总，福建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总
经理危赛明，执掌福建公司十余
年。作为独家国企，在民企林立
的茶叶市场，是个独特的存在。
他跟记者掰扯了白茶在建国后的

企业变迁历史，市场风云变幻，纵
横捭阖，指点江山，一张全息图赫
然显现。

作为出口创汇的一支重要力
量，中茶福建公司独家经营白茶
出口半个世纪。改革开放后，市
场发生变化，民营企业才加入白
茶出口阵营。2008年起，福鼎市
政府大力推广产业，福鼎白茶迅
速扩张国内市场。

2013 年，中茶发力国内市
场，并迅速占领市场份额，国内业
务呈爆炸性增长，国内销售占比
从此前的零头，一跃占到中茶整
个白茶销售的 70%，销售额从
1000万元跃升至近3亿元。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民企的品牌逐渐崛起，
一批有想法的茶人创办民营企
业，打造品牌，纵横市场，风景这
边正好。

在品品香专场品鉴会上，河
南茶友再度见识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福鼎白茶制作技艺传承
人、品品香董事长林振传的执行
力与好口才。林振传的理念，从
他创制的老白茶品牌晒白金传递
出来。这款自带身份认证的白
茶，一经面世便横扫市场，去年创
造了一个多亿的单品销售额。

“大品牌让喝茶、卖茶都变
得简单了。”河南省茶业商会常
务副会长、品品香郑州运营商李
学昌感叹，“规范，专业，产业链
条完整，茶的真假不用我们操心
了，价格透明，全国统一，卖茶不
用讨价还价了，品质，厂家比我
们更操心。”行业不规范的时候，
喝茶的，卖茶的，都得亲自把控
每一细节，人人要变成专家，跑
产地，跑山头，头都大了，也难得
整明白。而今茶行业正从小散
乱时代转向品牌时代，越来越多
的经营者选择与大品牌合作，而
不再亲自跑茶山。链条完整，环
节清晰，各司其职，成熟的产业
面貌初步显露。

【瓷杂板块】
宋代登封曲河窑双系罐
规格：高9cm口径6cm
一系断粘，釉水肥厚，表面开片满

细碎，品相好，值得收藏。
战汉时期玛瑙手串
规格：最长玛瑙珠2.7cm
这条手串距今已有两千余年历

史，流传至今颇为不易。玛瑙珠手工
打磨痕迹明显，质地红润，是手腕上的
一处难得的风景。

民国时期“雨端”款石砚

规格：长12.5cm宽8cm厚2.7cm
品相完整，通体漆黑，背刻“雨端”

款，文人必备！
创汇期琉璃手串
规格：直径1cm
由数颗华琉璃珠组成，色彩鲜艳

夺目，打孔处为金色，美观大方，值得
把玩。

波罗的海天然金绞蜜珠
规格：直径1.8cm，重3.3克
这颗超美金绞蜜圆珠，表面有拉

丝纹路，蜜珀分离清晰，无杂裂全品

相，已经打好孔，做锁骨链很漂亮，也
可以搭配手串。

花鸟画专用闲章“幽香”
规格：2.2cm×2.2cm×8cm
这款闲章底款为“幽香”，是一枚

精品压角章，是牧心印社实力派篆刻
家洪四海的作品，材质为浙江红天然
石料，性价比很高。

【书画板块】
刘伯年《竹外桃花图》
规格：88cm×44cm，设色纸本立

一直以来，美人鱼的形象都出自于西
方传说或童话故事，她们金发碧眼，而下
半身则是披着鳞片的漂亮鱼尾。前几日，
有网友在微博po出了一组照片，竟然是中
国古代的美人鱼形象。

这几组图片都是人鱼形象，只不过，
从面部来看都是男人形象，甚至还有秃
头，网友大呼“惊了个呆”。

有网友认为，这种人面鱼身的陶俑都
是镇墓兽，属于冥器。中国古代的美人
鱼？美不美不知道，鱼倒是真的。

快释放小宇宙 让喝茶变简单
——2018河南省第三届白茶会干货满满

行业观察

艺术市集周二上新——

清雅小楷兰亭 暗香朵朵桃花

古代
也有“美人鱼”？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珂 文图

刚刚过去的周末，对白茶茶友
来说是幸福的日子。2018河南省
第三届白茶会于上周日在国香茶
城落幕，来的都是大牌，喝的都是
好茶，业界大咖轮番登场大秀，有
企业家风范，有传承人风采，有技
术型气质，还带来私藏好茶与中原
茶友现场分享。从全省各地赶来
围观的茶友们直呼“涨姿势”，享口
福，喝嗨啦！

喝茶看秀之余，记者见缝插
针，追访了几位难得一遇的业内大
咖，指点江山说白茶。

听茶：当年人细数当年事

三天的白茶会，品鉴会一场
接一场，而且主讲个个重磅，氛围
持续火热，茶友们品好茶，晤大
咖，直呼喝“高”了。

福鼎茶厂老厂长、白茶工匠、
元正启山首席制茶师王姚经事茶
六十年，茶山的一草一木都识
得。他在现场与茶友们分享了福
鼎茶厂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娓娓
道来，当年人细数当年事，杯中茶
仍似那杯茶。

白茶进入国内茶客视野，为
市场认知，得益于福鼎市政府的
大力推广，福鼎白茶也先入为主，
在许多茶客心中，非他莫属。而
此次来到白茶会现场的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政和白茶制作技艺
非遗传承人、隆合茶业董事长杨
丰，是作为政和白茶的代言人出
现。他给大家普及了白茶在政和
的历史——900年前政和因茶立
县；民国时产业兴旺，茶行遍布政
和城乡，行销世界各地。民国15
年，政和白毫银针销往德国近60
吨，每吨竟价至6400大洋！政和
55%的面积在海拔800米以上。
地貌则多属喀斯特、丹岩、火山地
貌，原生树种政和大白生于石中，
地域、树种、工艺，三者缺一不可，
成就一杯好茶。

声音：合力成就产业 自律书
写未来

对于白茶的未来，市场一致
看好。“市场基数小，基础小，去年
产量统共两万吨，是其他任一热

门茶类的十分之一不到，潜力极
大。”危赛明说。并且白茶一路走
来，沉稳扎实，“都是消费掉的，不
像普洱、黑茶大量的存茶。”

然而茶行业波谲云诡，几度
沉浮，白茶的崛起不能不引发人
们的思考。行业有识之士居安思
危，表达了担忧与期望。

针对大量老茶噱头，危赛明
说，企业必须要自律，不要造假。
他提醒消费者，2000 年前的老
茶，不会有存量作为商品来卖，要
谨慎。

白茶热度攀升，随之而来的
便是价格持续上涨，产量持续扩
大。而记者接触到的几家大品
牌，均对涨价慎之又慎，把价格压
住。面对原料50%的上涨，中茶
今年仍维持了每年给经销商的价
格保持在10%至 15%的上涨幅
度，让利消费者，让利经销商，“做
国民消费是我们的理念。”品品香
仍然坚持只做春茶，主动放弃了
夏秋季的大量原料。“不可出现狂
飙势头，于产业有伤”。

此外，安全管控体系如卫生、
农残检验、包装的规范，都是管理
需要加强的领域。长期以来，对
于品牌企业的检验管控严格，而
对于占总体市场规模80%的微小
企业、个体企业，却难以执行有效
管理，把关尺度也有不同。

多位行业人士指出，产业的
未来，决不单单是企业的事，对于
企业，这也不单单是个生意。政
府、行业、企业、经销商、市场，多
方共同推动才有行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而受益的也将是整个产业
链、消费者及地方经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弋 综合整理

本期艺术市集，有一幅清雅的《小楷兰亭序》等您收藏，其作者袁克定的身份十分特殊，是一位醉心于帝制的
“皇太子”——袁世凯的长子，故收藏价值极高；此外，还有一幅散发着幽幽暗香的《竹外桃花图》等您收藏。宝贝
多多，先睹为快！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弋 文图

轴
画 家 简 介 ：刘 伯 年

（1902-1990）重庆人，寄居上
海，名思若，别署伯岩、伯年父、今
是楼。受业于吴昌硕晚年得意弟
子王个簃，为缶庐画派再传弟子，
也是海派画坛上一个不可或缺的
书画篆刻家。

袁克定《小楷兰亭序》
规格：33cm×36cm，洒金宣

纸本册页片
画 家 简 介 ：袁 克 定

（1878-1955）字云台，别号慧能
居士，河南项城人，袁世凯长子。
清末承荫官候补道员，后升任农
工商部参议、右丞。辛亥革命爆
发后，拉拢汪精卫。后鼓吹帝制，
帮助其父袁世凯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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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卖萌

宋代登封曲河窑双系罐

袁克定《小楷兰亭序》

来的都是腕儿，这是中茶展位。

杨丰

林振传

吴锡端

危赛明

喝一杯茶，爱生活，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