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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80 后，兵人收藏
者，2006年涉足“兵人圈”，是
河南省首批兵人玩家。

场景

采访到刘东，实属不易。
因为从全国范围看，“兵人”玩
家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
线城市，郑州玩家并不算多。
电话联系后，听声音感觉对方
不过30岁，见面后才发现这
是一位“大龄玩家”。刘东身
材魁梧，蓄着胡须，看起来倒
像是艺术家。

当时正值饭点，我二人便
约了他家附近的一家小羊肉
汤馆，一瓶汾酒，一份羊肉，几
份小菜。用他的话说，采访其
实就是聊天，有酒有肉，话匣
子自然就打开了。看来，他和
他的外表一样，是个性情中
人。

故事

2006年接触到兵人，对
刘东来说是个意外。刘东从
小就喜欢模型玩具，尤其是汽
车模型。2004年，朋友从香
港给他带了一个威龙的兵人，
起初他以为就是个手办模型，
他惊奇地发现，这个兵人穿的
居然是布制衣服，单件可拆
卸，就连枪栓都能拉动，这一
下子给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
门。“原来兵人这么生动，比当
时流行的芭比娃娃还精细！”
他感叹道。从那之后，他就迷
上了兵人。

兵人

兵人价格很贵，规格小一
点的兵人就要几百元，如果是

1∶4、1∶2、1∶1的兵人，
价格就要几千上万，花
这么多钱收集兵人，刘
东的家人起初并不理
解。“ 这不就是玩具
吗？还卖那么贵！”刘东说，

“我妈说我是败家子。”
如果你喜欢“漫威”，那

你就一定会对兵人着迷。绿
巨人、美国队长、雷神托尔、
黑寡妇、钢铁侠这些耳熟能
详的角色都会被做成兵人。

“近日大热的《复仇者联盟
4》，兵人爱好者们便纷纷入
手了‘黑寡妇’和‘美国队
长’。1∶6 的比例 1000 多
元，还得预定，等到货都是半
年甚至一年后的事了，这丝
毫没有打消发烧友们的热
情。”

十几年的时间，刘东的
兵人收藏量达两三百件，这
也使他在郑州兵人圈小有名
气。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在
郑州的各大商场举办小型展
览，推广兵人文化，360 国
贸、大上海、丹尼斯七天地都
有过他的身影。《复仇者联盟
2》上映时，他在电影院布过
展，吸引了不少漫威爱好者
前去观看。

论语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大
部分兵人玩家都集中在北上
广深，这是跟玩家经济水平
和接受程度挂钩的。刘东刚
入坑时，郑州兵人玩家仅有
寥寥数人，如今已有几百人，
对此，刘东感觉很欣慰。他
不仅自己收藏，而且自己办
展，一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藏
品，二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并喜欢上漫威文化、兵人文
化，用他的话说，终于不是

“孤军奋战”了。

这两天朋友圈被信阳
毛尖龙头企业文新茶叶老
总刘文新刷屏了，他在定
义信阳毛尖时说的一句
话，引发争议——一杯上
好信阳毛尖应该是“汤色
有毛，浑浊而明亮”，此话
被指自相矛盾，而且不懂
信阳毛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前天连线河南省茶叶
商会副会长、信阳市银星
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学
昌，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李学昌说，刘文新的
话确实不严谨，反对的观
点也没大毛病，“浑汤”在
茶叶评判中确实是缺点，
但浑汤却不是判断茶叶好
坏的唯一标准，不能因为
汤浑，就否定这款茶叶。

有点绕是吧？慢慢
想，用点脑力——简而言
之，不能把浑汤作为茶叶
好不好的唯一判断标准。

“浑汤其实是信阳毛
尖的加工工艺原因造成
的。毛尖追求细紧圆直的
外形特点，加工中要揉捻，

茶叶就容易碎，因而汤就
浑。”李学昌说，此是其
一。其二，近年毛尖浑汤
的现象更加常见，这跟信
阳毛尖茶的种植推广有
关。“高山茶就不容易浑，
因为茶芽长得紧，经得起
揉。”以往是能种粮的地方
就不种茶，信阳只在山上
不能种粮食的地方才种茶
的，随着茶叶经济的走强，
现在信阳能种茶的地方都
不种粮了，以往的稻田都
种上了茶。稻田茶长得
松，要揉成细紧圆直，茶叶
更容易碎，汤就更浑。这
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信阳毛
尖浑汤现象更常见的原
因。

李学昌认为，在推介
信阳毛尖时，应当淡化外
形特点，更重视信阳毛尖
的滋味——香高味浓。加
工中如果更重视滋味，不
过于追求外形的紧、直，揉
捻轻一点，也可以达到清
亮不浑浊的汤色。“毕竟茶
是让人喝的，不是让人
看的”。

关于什么是好毛尖
的争论其实从未平息
过，怎一个迷糊了得。5
月 11 日，来郑州国香茶
城紫砂节，给你个公论。

5 月 10 日至 12 日，
由河南省茶文化研究
会、河南省工艺美术行
业协会、河南省茶叶商
会联合主办，河南国香
茶城承办的“2019 河南
第九届紫砂艺术节暨第
二届中部茶器博览会”
上演。据悉，为正本清
源，让消费者弄明白啥
是好毛尖，紫砂节期间
将举办 2019 信阳毛尖
一芽一叶国标品鉴大
赛，5月11日9：30，等你
来！

相关新闻

5月 11日，河南省第
九届养壶大赛决赛将在郑
州国香茶城拉开序幕，养
了大半年的壶，是时候展
示了。虽然离交壶还有几
天，但壶友们早已按捺不
住心中的焦急，就先在“大
河收藏养壶好友群”一较
高下了。

壶友“壶香香”冯俐一
马当先晒出了自己养的传
炉壶，图刚显示，就受到了
其他壶友们的一致好评！

“养得漂亮。”“养得真好！
香姐。”壶友们七嘴八舌地
称赞。壶友“竹窗”忍不住
了，立马发了自己的传炉
壶：“我这个和香香的一
比，直接阵亡了，回头找村
长要点抚恤金安慰一下自
己！”他又晒出了自己养的

“小可爱”半瓜壶，阳光下，
小半瓜表面泛着熠熠阳

光，看来包浆盘壶工作都
完成了。“这把壶我养得比
较满意，对于拿奖还抱有
希望！”

壶友“永远”任志军本
次大赛一口气包圆了所有
的参赛壶，这也成了他“幸
福的烦恼”。“壶太多了，但
精力有限，养不过来，只能
着重培养几把比较好养的
壶。”随后，他晒出了自己
养的亚明四方壶、瓜棱壶、
传炉壶。“还是小壶好养，
省心，我这可以算是放羊
型养壶法了。”“漂亮，一个
也是养，一群也是养。”“茶
壶养的温润如玉！”壶友们
称赞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从养壶大赛组委会得
知，本届养壶大赛总评委
将由江苏省工艺美术大
师、江苏省陶瓷艺术大师、

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
沈建强担纲，这是他第一
次担任养壶大赛总评委。

“早就听说河南壶友人数
多，潜力大，这次能够担任
养壶大赛总评委，能够近
距离和河南紫砂爱好者交
流，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
也感到很高兴。”沈建强
说。

养壶大赛决赛日也正
逢河南第九届紫砂艺术节
暨第二届中部茶器博览
会，据了解，数名研高级紫
砂工艺师领衔的宜兴紫砂
工艺师团队将携精品之作
集体亮相，并带来了备受
欢迎的紫砂壶私人定制环
节，要想入手一把称心如
意的紫砂壶，这可是个千
载难逢的好机会！来现
场，既能淘宝，又能和大咖
们交流互动，岂不美哉？

信阳毛尖龙头掌门
被指不懂毛尖

河南省第九届养壶大赛决赛
本周六上演

一句“汤色有毛，浑浊而明亮”

品鉴大赛
给你喝好毛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珂

“壶香香”的传炉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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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漫威”英雄一起生活
是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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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展示养壶的成果了是时候展示养壶的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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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