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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看点AⅡⅡ·08、09

领壶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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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壶热线：150 3601 5619

10月 26日，河南省第九届养壶
大赛首发式即将在国香茶城紫砂村举
行，壶友们终于可以领到自己心心念
念的参赛壶啦！作为活动主办方和承
办方，大河收藏和国香茶城紫砂村、广
隆茶厂一壶好茶做了精心的准备，首
发式内容丰富多彩，领壶、品茶、听琴、
赏老壶、抽大奖，就等你来！

艺术顾问李学峰手绘扇面

26日上午，壶友们可以先来看看
壶、聊聊天，欣赏美妙悠扬的古琴表演，
品鉴本届养壶大赛指定用茶——广隆
茶厂“一壶好茶”。下午2点，还有一场
幸运大抽奖，奖品包括“一壶好茶”提供
的茶品、精致的瓷器盖碗套装等。

最重磅的奖品是名家书画扇面，
大河收藏特意邀请了河南省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李学峰、著名书法家刘照渊、
大河鉴宝书画鉴定专家于建华，为中
奖的幸运儿现场绘制扇面，可以指定
题材内容，如此难得的机会，赶快去拜
拜“锦鲤”积攒运气吧！值得一提的
是，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李学峰
连续两届为参赛壶进行刻绘，本届被
特别聘请为养壶大赛“艺术顾问”，壶
友们如果对书画艺术和紫砂刻绘感兴
趣，可以与他交流一番哦！

技术顾问沈建强现场交流

下午2：30，河南省第九届养壶大
赛首发式正式开始，大部分参赛壶的
制作者都将到场，亲手为预订壶的朋
友们送上参赛壶；壶友也可以趁此机
会找工艺师们请教一下，了解参赛壶
的泥料特性、需要注意的细节等，为日

后的养壶做好准备。
除了参赛壶的制作者，还有紫砂

大咖前来助阵。江苏省工艺美术大
师、江苏省陶瓷艺术大师、研究员级高
级工艺美术师沈建强将作为本届养壶
大赛“技术顾问”来到养壶大赛首发式
现场。他生于宜兴陶艺世家，尤其擅
长紫砂筋纹器，作品多次获国家级大
奖，有“沈筋瓤”“筋瓤英雄”“筋瓤世
家”之美誉，业内更有“藏筋瓤、找建
强”之口碑。本次沈建强专程来到首
发式现场，壶友们有什么筋纹器相关
问题，都可以与他交流哦！

首发式结束后，来自台湾的紫砂
修复专家李木田老师将为大家带来一
场紫砂老壶鉴赏讲座。李老师曾担任
养壶大赛技术顾问，不仅擅长修复紫
砂壶，还收藏了大量紫砂老壶，这次他
将从台湾带来30把精品老壶供大家

欣赏。
最后，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原本规定10月26日之前预订参
赛壶的朋友才可以免费得到养壶大赛
指定用茶“一壶好茶”的茶品作为福
利，但很多壶友由于工作繁忙或身在
外地，难得去一次紫砂村，想趁着养壶
大赛首发式当天去看看壶、与工艺师
交流一番，再确定自己领哪款壶。对
此，紫砂村“村长”蒋卫东大方地表示：
首发式当天订壶的壶友，也可以免费
得到“一壶好茶”！不妨趁着首发式来
选选壶吧，再错过可就真没福利啦！

近日，郑州古玩城的店主“文
信侯”发了一条朋友圈，九宫格的
图片，每一张都是空空荡荡的过
道，连一个人影也没，配文“周末
的古玩城”。有朋友在下面评论：

“周末也这么冷清？”文信侯无奈
地回复道：“想哭呀，心里哇凉哇
凉的！”

现状
冷清中暗藏机遇

一层秋雨一层凉，就连某一
线龙头房企都在今年秋季例会
上把“活下去”作为目标，向来小
众的古玩行业又怎能例外？随
着“消费降级”成为热词，古玩艺
术品似乎成了人们首先“降级”
的目标，毕竟，衣食住行这些刚
需不好省，艺术品这种锦上添花
的生活装点，倒是能先省省。

上周日，记者来到郑州古玩
城。古色古香的环境，颇为适合
周末闲逛，可是逛了好一会儿，擦
肩而过的人却没几个。开着门的
店里，多是店主们凑在一起喝茶
聊天；有些店则大门紧闭，贴上了

“寻求合作”“此房招租”的信息。
一位店主告诉记者，他只有周末
才开两天门，“平时开了干坐一天
也没人，不去开门还省点油钱”。

在郑州古玩城店主刘志平的
印象中，这两年受经济大环境影
响，行情一直不太好，不仅郑州，
全国都是如此。“听说北京古玩城
一些大店都在转让，连转让费都
不要，只为了尽快换个小店压缩
成本。西安的大唐西市生意也一
般，周末地摊逛着玩的人多，真下
手的人少。”郑州碧波园珍宝大世
界的店主何兴妞告诉记者，“碧波
园主区那边坚持下来的没多少，
都快转让完了，有的大哥级别的
都准备转让了。以前还能收两三
万转让费，现在一分钱不要还不
一定能转出去。我当时接下这个
店铺花了 3.5 万转让费，加上装
修，现在能转一万就不错了。”

坚持下来的，大多是早期入
行的老藏家，有人脉圈子、有眼
力、有渠道和口碑，而且当年收的
东西便宜，还能撑下来。何兴妞
就是一位老藏家，他告诉记者，目
前主要是圈子里的熟人交易，偶
尔也有生人，大多是抱着捡漏心
态来逛的，出价很低。“生意还是
有的，就是利润薄了。”他对此看
得很开，“我继续开这个店，主要
是消遣、玩儿，留个地方跟朋友喝
茶聊天，能挣个房租就行了。”

但很多人连房租都挣不到。
刘志平有一位在北京开古玩店
的朋友，一个月租金1.5万，入不
敷出，苦苦坚持。不过，古玩这
行业不能按月看，虽说没有“半
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那么夸
张，但每年春拍秋拍能拍出去两
件精品，一年的租金就有了。

在刘志平看来，任何行业都
有赚钱的，也有赔钱的，只要眼光

好、东西好，还是能活得不错。每
个行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高
潮和低谷很正常，波谷与波峰的
转换过程，正是暗藏机遇的好时
机。“很多人后悔没早些年接触收
藏，嫌东西贵了不好下手。现在
行情冷清，漏儿多，不正是一个囤
货的好时候吗？想开店的也有机
会低价接手店铺，只要扛过去，未
来还是美好的。”

转型
线上网店、微拍火热

为了压缩成本，许多人开始
尝试转型。一些店主转让实体
店，开起了网店，或者在“微拍
堂”、圈内微拍群等平台销售自己
的藏品。

在网上销售，主要靠自己之
前积攒的人脉和口碑。刘志平经
常在网上买卖藏品，“网上沟通很
方便，比店里成交的多，大部分是
外地客户。现在留着实体店主要
是跟朋友见面聊天用，不指望通
过实体店卖东西了。”

各大古玩城也在努力尝试一
些新方法来应对冷清的局面。郑
州古玩城每家店铺门上都贴着古
玩城的微信公众平台二维码；天
下收藏则举办文化夜市等活动，

吸引普通市民来闲逛、消费。

提醒
捡漏好时机

在何兴妞看来，冷清的行情
对店主们来说当然不好，对藏家
们来说却是难得的抄底良机。“以
前人去找东西，现在东西去找
人。有些店压着货资金紧张，就
低价出手一些东西；有些人把东
西放在微拍群，无底价起拍，给钱
就卖；还有人急用资金，把东西批
量打包清仓，价钱跟几年前的进
价一样。古玩市场看似萧条，其
实暗潮涌动，很多人在盯着下手
捡漏的机会。”

刘志平提醒大家，捡漏也要
凭眼力，尤其是一些批量打包甩
卖的，可能夹杂着赝品，需要筛选
辨别，不能看到便宜就盲目买。
在行情冷清的情况下，精品更能
保值增值，收藏时要注意藏品的
品相、艺术性、历史文化价值，不
要大包大揽收一堆破烂儿。

“每个行业都有周期性，经济
大环境也不会一直不好，我认为
明后两年市场可能会有转机。这
个古老的行业会一直存在，也会
在大浪淘沙中越来越好。”何兴妞
说。

10 月 19 日，国香茶城陆羽广
场。伴随着悠扬空灵的背景古乐，一
对身着中式衣衫的璧人缓步出场。绢
伞下，情正浓；几案上，茶正香。从青
梅竹马，到夕阳西下，二人相依相伴，
素手烹茶，举案齐眉，与时光俱老。随
后，几位祁门红茶制作技艺传承人登
台，琴箫声里，鸡鸣相和，大大竹篾中
茶青正好，几位师傅扎稳架势，手工摇
青，茶香四下飘散——由祥源茶团队
带来的这出曼妙情景剧，生动还原了
茶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场景，把观众带
到了茶乡。

这是由河南省茶文化研究会、河
南省茶叶商会共同主办，河南国香茶
城承办的“2018中原茶文化节”上的
精彩一幕。作为中部又一重磅茶事，
中原茶文化节集中了行业的诸多精彩
看点，三天的活动中，不仅各大茶类的
精品好茶尽数奉上，还有激烈的斗茶
大赛，专业级别的品鉴会，更有大师讲
座、中国名茶非遗手工技艺展、茶席表
演等极富知识性、趣味性与欣赏性的
精彩节目。

亮点：茶文化节的学术气质

茶文化节吸引八方来客与行业翘
楚，其中一场高端研讨会尤为引人瞩目
——“一带一路与中原茶业开放发展
研讨会”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河
南省茶文化研究会、河南省茶叶商会共
同主办。茶虽行业事，关乎国计民生，
顺应经济大势。一带一路将对茶行业
带来哪些直接或间接、眼前与深远的影
响，研讨会上，来自学术界、行业、政府
相关部门的人士对此展开深入探讨。

关于茶的科技创新、商业模式、融

资模式；茶的产品、衍生品、消费群体
的变化；茶的跨界变化与趋势，一带一
路中茶路的前世今生，全球茶叶产区
与茶国际市场，茶叶产学研合作的前
景与诸多可能，茶叶海外布局的前景
展望……与会嘉宾发言资料详实有
据，论证缜密，国际视野，为茶文化节
增添了学术气质与专业深度。

“普洱茶第一人”邓时海、武夷山
市茶业同业公会会长、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
技艺传承人刘国英分别带来普洱与岩
茶的专业知识讲座，抢到名额的茶友
们感叹：“不仅喝到了好茶，还能喝个

明白，没白来！”

看点：拼茶艺斗好茶

茶文化节上茶是主角。几场围绕
茶的赛事颇具看点。2018年河南省
首届“中原茶艺杯”茶艺职业技能大
赛，看各路茶人比拼茶艺；2018中原
茶文化节信阳毛尖斗茶大赛、2018中
原茶文化节武夷岩茶斗茶大赛则是好
茶的比拼。各路商家拿出当家好茶，
顶尖产品，一较高下，为茶文化节带来
浓浓的茶香。

作为中国传统饮品，茶的工艺延
绵千百年，是成就其品貌的关键之
一。茶客们好茶不难喝到，却难得见
到正宗的制茶工艺展示。茶文化节上
邀请到来自各个产茶区的制茶技师
们，现场展示中国名茶“非遗”手工技
艺，武夷岩茶、祁门红茶、安溪铁观音、
信阳毛尖、福鼎白茶、普洱茶、安化黑
茶……这么丰富的茶类，是如何从一
片树叶变成杯中的模样，成就这入口
的独特风貌？现场演示给您看！

画一般是给人看的，好画却是
让人读的，好看不好看决定了画的
时间，耐读不耐读则不但占了时间
还占了画的空间，从形态到内涵，
从平面到立体，时空的品读决定了
画的寿命，更决定着画家的寿命，
不管你在或不在，画一直在，老赵
的画正是经得住读并且会一直在
的画，虽然他也经历了从看到读的
不同阶段，经历了从社会肯定到自

我否定，从大家叫好到自己踟躇的
艰难过程，自我放逐一样踏上了一
条没路之路，但这是一个好的画家
必经之路。

（文中“老赵”是赵培智，全国
美展金奖得主，国家画院创研部副
主任——编者）

全文见“大河报大河收藏”微
信公众号。

大河收藏与河南省陶瓷文化研究
会联合推出

《诗经·大雅江汉》里有这么一
句诗：“厘尔圭瓒，秬鬯一卣。”是不
是看得一脸蒙圈，都是汉字咋就不
认识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最后
一个字——卣。

卣[yǒu]是中国古代的一种
酒器。古文献和铜器铭文常有“秬
鬯一卣”，秬鬯是以黑黍和郁金酿
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及赏赐有功

的诸侯，而卣就是用来盛酒的器
具。卣常见于商代和西周时期，多
为圆形、椭圆形，还有鸱鸮形、虎吃
人形等鸟兽形卣。

故宫博物院藏的这件西晋青
釉卣，属于南方青瓷越窑系，仿青
铜器提梁卣烧造，高23.7cm，口径
11.7~10.6cm，底径 16.4cm，整体
呈扁圆形，青釉匀净微黄，肩部有
两对系，贴塑兽首，外壁装饰着菱
形纹、圈点纹、山形纹等纹饰，十分
精美。

官宣：第九届养壶大赛本周五首发
养壶大赛艺术顾问、技术顾问闪亮登场 古玩市场有点冷？

暗潮涌动 捡漏良机

读老赵的画
喝好茶，品文化，蹚茶路——

2018中原茶文化节点燃金秋

文物里的生僻字——

西晋青釉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惟一 文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惟一 文图

□清华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代大权

记者访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珂

微信导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惟一（图片为故宫博物院藏品）

高端讲座座无虚席小朋友现场体验制茶

昔日人声鼎沸的古玩城，怎一个冷清了得！

将在首发式亮相的老紫砂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