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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

星期五

May 18th Friday

09:30
瑰丽·隽永— 翡翠、陈茶专场
       JADEITE AND TEA LEAVES
10:30
古董珍玩— 瓷器专场
       WORKS OF ART — CERAMICS
时间顺延
      

WORKS OF ART — MODERN CERAMICS

时间顺延
      

WORKS OF ART

5 月 19 日

古董珍玩— 近代瓷专场

古董珍玩— 杂项专场

星期六

May 19th Saturday

09:30
古籍善本
       RARE AND ANCIENT BOOKS

5 月 20 日

星期日

May 20th Sunday

09:30
中国书画— 现当代艺术专场
       CONTEMPORARY ART AND OIL PAINTINGS
时间顺延
桐云旧香— 郎静山、雷佩芝夫妇旧藏书画、摄影专场
       CHINESE PAINTINGS AND PHOTOGRAPHS
       OF LANG JINGSHAN AND LEI PEIYUN COLLECTION
时间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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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买家注意
一、本公司对拍卖品的真伪及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本公司郑重建议，竞买人应在预展时，以鉴定或其他方式亲自审看拟竞投拍卖品
原物，自行判断该拍卖品是否符合其描述，而不应该依赖公司拍卖品图录及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之表述做出决定。
二、竞买人领取竞投牌须凭本人身份证登记，并预交定金人民币 100,000 元。
三、若竞投成功，买受人须支付落槌价及相当於落槌价 15% 的佣金。
四、竞买人必须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竞投号牌，谨防丢失。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竞买人不得将自己的竞投号牌出借他人使用。否则，竞买
人需对他人使用其号牌竞投相应拍卖品的行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五、买受人应付款项在拍卖日起七天内全部付清，逾期未付清者，本公司将不退还定金，并保留进一步追究该买受人违约责任的权利。
六、买受人以支票、汇票方式付款须待银行确认方可提货。
七、禁止出境清單中的拍品恕不办理出境手续。

IMPORTANT NOTICE
1.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Ltd. declares that the company provides no guarantee for the authenticity or the quality of the Lot,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Ltd. shall not bear the liability for guaranteeing the drawbacks.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Ltd. strongly advise the
Bidders to inspect the original Lot personally on which they intend to bid before the Auction Date by identification or other methods. Bidders shall
judge the genuineness or fakery or the quality of the Lot by themselve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the Company’s catalogue, status explanation and other
images and public materials of the Lot.
2. Photo copy of the ID or passport of all the bidders are required and the paddle registration deposit is RMB 100,000.
3. In the event of a successful bid, a complete single payment must be received by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Ltd. with the purchase price plus
an additional 15% commission.
4. Each Bidder shall take good care of his or her paddle affixed with number and may not lend it to any other person. In case of losing the paddle,
the Bidder shall go through the reporting procedure and with written agreed by the Company. The person who holds the paddle is deemed to be the
registered owner of the paddle, whatever he or she is entrusted by the Bidder or not. The Bidder shall be liable for using his or her paddle bid in the
auction process, unless the Bidder goes through the procedure for report of losing in the form of written agreed by the Company and such paddle affixed number has been cancelled by the auctioneer’s announcement in the auction process.
5. In the event of a successful bid, a complete single payment must be received by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Ltd. within seven days of the
date of successful sale, an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rchase price plus an additional 15% commission. In case the buyer can not make full payment, the Buyer will lose the right to request the Company to refund the deposit and the Company will keep the deposit.
6. The bidders have to pay for the entire payment, otherwise the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Ltd. would not allow anyone to pick the goods of
the auction.
7.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export clearance will not be granted for any Lot in
the list forbidden to be exported.

● 文物主管部门批复文件编号：京文物许可（2018）1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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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
分体式翡翠挂件
主体：35×7.3×6mm，蛋面：8mm

Jadeite and Diamond Pendant
Designed as a pendant, set with a semicylindrical jadeite of high translucency and bright green
color, to the tip set with a highly translucent and brilliant
emerald green jadeite cabochon,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 karat white gold.
Semi-cylinder approximately 35.0 × 7.30 × 6.00mm;
cabochons approximately 8.00mm
RMB: 210,000-410,000
1801

1802
玻璃种放光平安扣
饱满厚实大气，38×9mm，种老质地纯，
一圈光，宝气内敛，福利

ICY JADEITE “HOOP” PENDANT
The translucent icy jadeite hoop.
Hoop approximately 38.0×9.0mm.
RMB: 160,000-360,000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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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
老坑翡翠锦鲤胸针
尺寸：60×43mm

A JADEITE AND DIAMOND BROOCH

1803

Designed as a carp with translucent jadeites
of bright emerald green color and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4.11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
RMB: 150,000-350,000

1804
满绿浓色大蛋面戒指
尺寸：20×15.8mm

Jadeite and Diamond Ring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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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ng set with a translucent oval jadeite
cabochon of green color,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diamonds,
mounted in 18 karat white gold, size 13
Cabochon on ring approximately 20.00 ×
15.8 mm
RMB: 3,900,000-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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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
冰种春彩弥勒佛
尺寸：39.8×39.7×13.7mm

ICY JADEITE “BUDDHA” PENDANT
The translucent icy jadeite carved as a Laughing
Buddha.
Laughing Buddha approximately 39.8 × 39.7 ×
13.7mm.
RMB: 70,000-200,000
1805

1806
老坑玻璃种葫芦套件 手链
JADEITE AND DIAMOND BRACELET
Set with seven highly translucent jadeites brilliant green
color, carved as double gourds, decorat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 karat white gold, length
approximately 15.5cm.
Double gourds approximately 11.3×8.8 11.8×8.9 13.9×10
19.2×12.6 15.1×10.5 12.1×8.1 11.7×8mm
RMB: 950,000-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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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
老坑辣绿色福豆三件套
1807

耳环 22.8×11.2×6.522.6×11.1×6.5mm
吊坠 27×13.2×6.5mm

PAIR OF JADEITE AND DIAMOND EARRINGS AND PENDANT
The pair of earrings, each set with a brilliant green jadeite carved as
peapods,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and a pendant,
set with a brilliant green jadeite carved as peapods,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 karat white gold.
Peapods on pendant approximately 27.0×13.20×6.5mm; Peapods on
on earrings approximately 22.8×11.2×6.5 and 22.6×11.1×6.5 mm.
RMB: 980,000-1,980,000

1808
桃红色碧玺戒指
A 20.0 CARAT RUBELLITE AND DIAMOND RING
Set with an oval-cut Rubellite of purplish red color
weighing 19.76ct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3.00
carats, mounted in platinum, ring size 13.
RMB: 150,000-350,000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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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
老坑葫芦套链
JADEITE AND DIAMOND NECKLACE

1809

Set with seven highly translucent jadeites brilliant
green color, carved as double gourds, decorat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weighing approximately 5.00
carats in total, mounted in 18 karat white gold, length
approximately 55.0mm.
Double gourds appro×imately 8.9×5.8/8.3×6.3/
9.4×6.4/9.1×7/10×6.2/10.8×7.4/10.3×7/9.3×
7.3/8.9×7.3/9.2×7/8.9×6.3/8.5×6/9.7×5.8/10.6
×7/11×7.6/10.8×7.5/11.2×7.6/11.8×7.6/11.5×
7.2/11.5×6.5/9.2×7/16×12.3
RMB: 1,950,000-3,950,000

1810
老坑翡翠水晶花套链 芳华
JADEITE AND DIAMOND NECKLACE
Set with ten oval jadeite cabochons of high translucency
and brilliant emerald green color, spaced by circularcut diamond clusters weighing approximately 3.50
carats in total, mounted in 18 karat white gold, length
approximately 55.0mm.
RMB: 1,580,000-3,580,000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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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
满绿翡翠观音
尺寸：58×16×7mm
老蒋大师作品

JADEITE “GUAN YIN” PENDANT
The jadeite of emerald green color and
good translucency, carved as a Guan Yin,
mounted in 18 karat white gold.
Guan Yin approximately 58.0 × 16.0 ×
7.0mm.
RMB: 350,000-550,000
1811

1812
玻璃种老坑树叶挂坠
翠料：31.5×18×3.5mm
形正大气，种老放光，色浓艳娇艳

JADEITE AND DIAMOND PENDANT
Set with an icy carved jadeite leaf of brilliant
emerald green color,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 karat white gold.
Leaf approximately 31.50 × 18.0 × 3.50mm.
RMB: 480,000-880,000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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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
天然翡翠玻璃种三角金蟾挂坠
尺寸：30×20×12mm
玻璃种三角金蟾，种老质纯，起胶放光，招财祥瑞

ICY JADEITE “TOAD” PENDANT
The translucent icy jadeite carved as a carp, mounted
in 18 karat white gold.
Carp approximately 30.0 × 20.0 × 12.0 mm.
RMB: 30,000-100,000
1813

1814
天然翡翠玻璃种葫芦挂坠
尺寸：42×29.5×14.4mm
大气正装玻璃种葫芦，光晕流转，宝气充盈，质地纯美

ICY JADEITE “DOUBLE GOURD” PENDANT
The translucent icy jadeite carved as a double gourd,
mounted in 18 karat white gold.
Double gourd approximately 42.0 × 29.5 × 14.4 mm.
RMB: 250,000-450,000

1814

1815
老坑玻璃种帝王绿耳坠如意云纹
翠料：耳钉：( 左 )14.5×10×5mm
( 右 )14.7×10×5mm

PAIR OF JADEITE AND DIAMOND EARRINGS
The pair of earrings, each set with a carved jadeite
cabochon of good translucency and brilliant green,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
karat white gold.
Cabochon on earrings approximately 14.5×10.0×5.0 and
14.7×10.0×5.0mm.
RMB: 180,000-380,000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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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
天然翡翠手镯
尺寸：57×15×9mm

JADEITE BANGLE
The translucent jadeite bangle suffused with
patches of bright emerald green color, to the
light green background.
Inner diameter and thickness approximately
57.0 ×15.0 × 9.0 mm.
RMB: 850,000-1,850,000
1816

1817
天然翡翠手镯
尺寸：57.5×13×11.9mm

JADEITE BANGLE
The translucent jadeite bangle suffused with
patches of bright emerald green color, to the
light green background.
Inner diameter and thickness approximately 57.5
× 13.0 × 11.9 mm.
RMB: 850,000-1,850,000
1817

1818
天然翡翠手镯
尺寸：56.8×12.2×11.4mm
56.5×12.2×11.4mm

PAIR OF LAVENDER JADEITE BANGLES
Each translucent circular lavender bangle of
cylindrical form.
Inner circumference and diameter
approximately 56.8×12.2×11.4mm and
56.5mm×12.2×11.4mm.
RMB: 430,000-830,000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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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天然翡翠观音
尺寸：53.8×31.7mm
GIA 5156094597

JADEITE “GUAN YIN” PENDANT
The jadeite of emerald green color and
good translucency, carved as a Guan
Yin, mounted in 18 karat white gold.
Guan Yin approximately 53.8×31.7mm.
RMB: 3,500,000-5,500,000
1819

1820
天然翡翠观音
尺寸：62.3×38.1mm
GIA-6182406617

JADEITE “GUAN YIN” PENDANT
The jadeite of emerald green color and
good translucency, carved as a Guan Yin,
mounted in 18 karat white gold.
Guan Yin approximately 62.3 × 38.1 mm.
RMB: 4,000,000-6,000,000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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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老坑翡翠蛋面戒指
尺寸：15.1×12.8mm

Jadeite and Diamond Ring
The ring set with a translucent oval jadeite
cabochon of green colour,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diamonds,
mounted in 18 karat white gold, size 6
Cabochon on ring approximately 15.10 ×
12.80mm
RMB: 280,000-480,000

1821

1822
老坑翡翠佛公
尺寸：28.3×32.2mm

JADEITE “BUDDHA”
PENDANT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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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jadeiteofemeraldgreencoloran
dgoodtranslucency,carvedasaLau
ghingBuddha.
LaughingBuddhaappro×imately55
×44×15mm.
RMB: 13,000,000-2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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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90 年代

小字绿印圆茶

【制作厂年份】90 年代末期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下关茶厂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小字绿印圆茶，又称美术字绿印圆茶，在普洱茶市面上数量
稀少，从外包装纸的字体（美术字）来看，是下关茶厂茶品的品牌设计，
但其内飞又显然是海茶厂的。有人根据品饮和推论因为茶性和福禄贡茶
（普洱茶特色经典产品之一）十分相似，以及下关茶厂地缘关系，小字
绿印圆茶的茶菁有可能采用凤山一带茶山，小字绿印原料是老茶树茶菁，
饼面色泽青栗，生茶干仓，口感新鲜自然，条索细长，茶汤深红，带有清香。
RMB: 无底价

1901

1902
90 年代

乙级绿印圆茶

【制作厂年份】90 年代末期
【制作工艺】 生 【生产家】中茶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绿印圆茶”同红印圆茶一样，因为八中茶标记的茶饼外包纸，
其茶字是绿色而得名，也是有分早期茶品和後期茶品两类。乙级绿印圆
茶在品质上统一稳定，茶品表现得沉稳，也没有那么青涩，无论在陈香、
樟香、滋味、茶气都是一流的，而市面上价格仅为红印圆茶的一半，值
得收藏。在乙级绿印圆茶中，叶片栗黄，条索为黄芽，汤色酒红，茶叶
略带老韵，水性薄顺，喉韵回甘，两颊生津，是印级茶的典型代表。
RMB: 无底价

1902

1903
90 年代

大黄印

【制作厂年份】2003 年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中茶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中国土畜土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成立於 1938 年，公司生产
的“中茶”牌普洱系列，品质优良，加工规范，口感纯正，深受国内外
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自 1940 年以来，中茶推出了“红印”、“绿印”、“黄
印”、“紫印”大字、小字的品牌，在中外享誉盛名，中茶印级是普洱
茶人的收藏首选。大约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首次出现了一种黄色茶字的普
洱茶品，被称之为黄印圆茶，这种黄印圆茶数量不多，而且根据饼身大
小分为“大黄印”和“小黄印”。黄印圆茶是现今七子饼茶的前身，此
款大黄印底料均选用云南大叶种为原料，通过精湛的加工工艺精致而成，
此茶条索粗壮肥大，色泽褐乌润，味道表现新鲜而清甜，水性极为活泼，
极富青春活力之美，是款难能可贵的好茶！
RMB: 无底价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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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90 年代

大红印

【制作厂年份】90 年代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中茶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1940-1950 年代中茶牌红印普洱茶、红印圆茶始制于范和钧
创办佛海茶厂之时。之所以称之为红印，因其茶饼内飞为红色八中印记
绿色茶字，此茶饼的外纸正面皆印着“八中茶”，“茶”字为红色字。
中茶公司所产的普洱茶品，多年来品类极多，外包装冠以“八中茶”标
志且又“茶”字为红色，只有红印普洱圆茶和红印云南茶沱，是为空前
绝后。人们称其为旷世珍宝或世纪佳品。红印普洱圆茶除了其身世价值
外，茶品品质亦属现代普洱茶中能鹤立鸡群者。除了茶青肥硕，条索饱满，
颜色栗红，茶面油光，茶汤透红及叶底柔软、新鲜等品质保证外，茶内
飞大都埋在茶饼中央，是古老的传统工艺旧式压模制造。其茶汤厚酽，
茶汤栗色，叶底富弹性栗红，有兰香或野樟茶香。
RMB: 无底价
1904

1905
2002 年

大益甲级早春茶

【制作厂年份】2002 年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勐海茶厂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2002 年早春乔木圆茶采用勐海本地高山乔木早春茶菁精心拼
配而成，乔木风味突出。现已经过十几年的陈化，香甜陈韵浓厚，有淡
淡蜜香，香气独特汤色黄亮清澈、滋味浓厚、回甘显著 , 杯底留香持久，
是大树春茶的典范。收藏和品饮俱佳。
RMB: 10,000-15,000

1905

1906
2003 年

六大茶山龙圆号

【制作厂年份】2003 年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大渡岗龙圆生态茶厂
【重量】 400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6 饼
产品说明：本品茶采自西双版纳唐清时代六大古茶山的早
春茶为原料，茶树龄均在千年以上，该茶在清朝时是皇帝
赐匾和诏书的上等佳品。茶叶内质和外观均保留了清朝贡
品的特色，为传统手工制作，条索分明、松紧适度、汤色黄亮、
香气醇高，滋味淳厚，具有回甘、耐泡之特点。分别来自
六个著名山头。莽枝茶山千年老树，曼撒茶山千年老树，
蠻磗茶山千年老树，倚邦茶山千年老树，革登茶山千年老树，
攸樂茶山千年老树，经传统石磨工艺压制而成，极具收藏
价值。
RMB: 5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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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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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90 年代中期

古树熟砖

【制作厂年份】90 年代
【制作工艺】 熟茶 【生产家】中茶
【重量】 500 克 / 砖 【仓储】干仓
【数量】1 砖
产品说明：原料精选勐海千年古树茶渥堆发酵压制而成。味醇茶香。经
过多年的陈化，茶砖抛松、陈旧，口感极为柔滑顺口甜度也好。汤色透亮，
口味厚重，茶汤丝滑柔顺，陈香味浓持久，特有纯正的“勐海味”，口
感已达品饮最佳时期。茶砖抛松，竹壳经过多年的存放，看上起已经比
较的陈旧！茶砖一角，由于时间的原因，茶砖已经有点疏松脱落。但是
茶叶还是一样的完美汤色透亮红浓明亮，晶莹剔透，叶底鲜活清澈的口感。
RMB: 无底价
1907

1908
80 年代

乙级沱茶

【制作厂年份】80 年代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下关茶厂
【重量】 100 克 / 沱 【仓储】干仓
【数量】1 沱
产品说明：下关沱茶是大理市下关茶厂生产的名牌产品之一，原名“团茶”，
1902 年由下关“福春恒”商号生产，大都销往四川叙府 ( 今宜宝 ) 等地，用四川
沱江之水泡茶，味道甚佳，因此更名“沱茶”。下关沱茶选用云南省临沧、保山、
思茅等 30 多个系出产的名茶为原料，其初制工艺经过人工揉制、机器压紧数道
工序而成，形如碗状。造型优美，色泽乌润显毫、香气清纯馥郁。汤色橙黄清亮、
滋味醇爽回甘。常饮具有明目清心，提神养颜，抑菌治病之保健作用。在中国，
下关沱茶兴云南白药、云烟被誉为“滇中三宝”。下关乙级沱茶 3 次荣获国家优
产品称号，1996 年 10 月在法国巴黎荣获第十届产品质量欧洲金奖。云南下关、
勐海、临沧、凤庆、南涧、昆明等地，以下关沱茶品质最好。此茶由明代的“普
洱团茶”和清代的“女儿茶”演变而来。品质特点：外形状似碗臼状，下有一凹窝，
像一个压缩了的燕窝，外形紧结端正，色泽乌润，外披白毫，香气馥郁清香，汤
色橙黄明亮，滋味醇爽回甜。有提神醒酒，明目清心，解渴利尿，除腻消食之功能，
还有止胃出血、止腹胀、止头痛等疗效。
RMB: 无底价

1909
80 年代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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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柚子普洱茶

【制作厂年份】80 年代末
【制作工艺】 熟茶 【生产家】勐海茶厂
【重量】 180 克 / 个 【仓储】干仓
【数量】2 个
产品说明：柚子茶是用柚子壳包的茶叶，独具浓厚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
此款柚子茶是将柚子皮的清香与普洱茶特有的陈香完美的结合，冲泡出
的茶汤红浓透亮，即可品味云南普洱茶本身的醇香，又带有柚子皮的芬
芳气味。茶汤的厚重之中回荡着淡淡的果香，十分诱人，未开茶饼，已
是生津，仿佛做客云南美丽的西双版纳傣家竹楼，回味独特，把普洱茶
装进柚子里具防潮，防虫，隔味，有清凉败火，调理肠胃，减肥消肿等
效，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明显。众所周知，普洱茶是越陈越香，普
洱柚子茶是将发酵好的优质熟普洱茶填充到新鲜的柚子果皮内，然后经
制型、烘干而成，全程均为纯手工制做。而柚子皮陈化后与中药中的“陈
皮”功效类似，具有通气健脾、燥湿化痰、解腻留香、降逆止呕的功效，
所以说柚子茶具有“双重”保健养身的作用 .
出版 :《茶艺普洱壶艺 NO3》 P90-P94，五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 年
8 月出版。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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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70 年代

1910

1911
70 年代

银毫沱

【制作厂年份】70 年代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临沧茶厂
【重量】 150 克 / 沱 【仓储】干仓
【数量】5 个
产品说明：“银毫沱茶”是临沧地区临沧茶厂所生产。沱茶的大宗供应，
向来都是由下关茶厂负责，而下关茶厂的茶青大部分是来自勐库茶山
和凤山茶山。最典型的，如凤山的福禄贡茶、勐弄的末代紧茶以及临
沧的银毫沱茶。勐库茶种茶性的特色，茶青嫩碎，茶汤浓酽 , 茶香纯厚，
略带苦底。银毫是采用二级茶青为原料，做成轻度发酵。此款银毫沱
是精选自云南临沧市大叶种乔木茶采用传统手工揉制而成。沱型工整，
紧实，条索完整，沱面已经出现油光，用料很好，里里外外一口料，
汤色变深，香气很好，泡出来的水不涩，微苦，迅速回甘，口中一直
甜甜的，非常讨人喜欢，是款值得收藏的好茶！
RMB: 45,000-50,000

野生茶

【制作厂年份】70 年代末期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勐海茶厂
【重量】 2000 克 / 盒 【仓储】干仓
【数量】1 箱
产品说明：七十年代野生茶采用云南 2000 米以上的野生大叶种乔木，条
索肥厚，选料用 3-7 级茶青。汤色栗红通透，茶气十足，野樟香扑鼻。
入口还有微微苦味，苦而易化，回甘生津快，茶香挂杯持久，唇齿留香。
陈香与野樟香在口中久久不散。葉底葉面展开完整，弹性十足。
RMB: 无底价

1911

1912
90 年代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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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1 砖

【制作厂年份】90 年代
【制作工艺】 熟 【生产家】中茶
【重量】 250 克 / 砖 【仓储】干仓
【数量】10 砖
产品说明：7581”茶砖是普洱熟茶的一代经典之作，由昆明茶厂
出品，它起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由昆明茶厂选用优质味美
的特有云南大叶种晒青原料，经独特的配方调制而成，被称为“最
具代表性的普洱熟茶”。70 年代中期，“7581”亦被称作“73
砖”、“文革砖”，由于生产初期形制未定，印刷、纸材、字型、
尺寸大小等多种多样，各具特色，所以较容易辨认。70 年代末期
的“7581”变化不大，到上世纪 80 年代才逐步固定了形制，直
至 1996 年昆明茶厂停产。而此茶经 20 年时间打磨，实为上品中
的上品，其香气滑感厚度已达到熟茶品中的极至，90 年代熟砖包
装纸材，印刷，字型，尺寸大小一致，要辨别年代前后只能以品
饮分辨。90 年代以前茶品，如茶材佳制作好，又经专业仓储储存，
则经长期陈化熟味已转为陈熟香（俗称枣香，沉香）。乾倉陳放，
每片約二百五十公克，磚體工整鬆厚。且汤色酒红，清澈油亮，
口感饱满，甜滑，香味浓郁，气强，杯底飄香，湯水甜順韻長，
叶底暗褐强韧。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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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2001 年

7572

【制作厂年份】2001 年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勐海茶厂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7 饼
产品说明：90 年代中期以後的 7572 七子饼，基本上勐海茶厂
渥堆时使用的水质也相当特别，使得制作出来的茶品，具有相
当独特的口感的茶品。选用上好的勐海茶区的乔木茶芽叶，芽
叶肥厚，条索分明，口感非常纯正，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好茶了，
其茶汤具有枣香与樟香混合是熟香味，茶汤的底韵略薄，但温
润的口感搭配木质的陈香，品饮起来令人神情愉悦。
RMB: 无底价

1913

1914
80 年代

中茶铁饼

【制作厂年份】80 年代末期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下关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下关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期出品的中茶繁体铁饼 , 每桶
茶里均有一张中英文介绍的筒票 , 一面为中文，一面为英文，茶饼无内飞 ,
压得非常紧。中茶繁体字生饼，是下关茶厂承接中茶简体字铁饼生产的。
其外包装和中茶简很近似，主要差别在於茶饼正面下方的文字为“中国
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茶叶公司”（18 字，因“国”“产”“进”“叶”
等文字为繁体字而得名）。中茶繁，最早生产於 1986 至 1987 年，是
应日本订单生产，唛号 8653( 後因嫩菁不够，改用低级原料拼配，唛号
8663)。第一批的中茶繁，由於其原料中拼配有野生茶，故茶质特优。此
茶经过二十多年的自然陈化，汤色呈橙红琥珀色。叶底红中微微透绿，
柔韧，带新鲜自然的光泽。口感，干净老茶特有的清爽，舌面依旧微涩，
是下关茶的特点，茶汤滑口，舌下、两侧生津明显，带强樟香，茶气劲足，
香气持久。
RMB: 无底价

1914

1915
90 年代

花园铁饼

【制作厂年份】90 年代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中茶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中茶牌下关九十年代泡饼经过近 20 年的陈化，茶饼已经转为
褐红。饮之口感陈香十足，回甘生津强，生茶气息高扬，汤色琥珀酒红，
透亮，汤色挂杯度显，泛油光 ! 打开包装纸，闻茶饼表面陈香气息十足，
早期饼形压制还不够完善，饼形不是很周正，经过近 20 年的陈化，茶饼
已经转为褐红。饮之口感陈香十足，回甘生津强，生茶气息高扬，汤色
琥珀酒红，透亮，汤色挂杯度显，泛油光 ! 铁饼 : 特殊方法压制的七子饼，
饼型扁平，压的非常紧实，不易撬，可以很好的保持香气。
RMB: 无底价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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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90 年代

虫屎 7542

【制作厂年份】90 年代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中茶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5 饼
产品说明：茶饼表面油亮，打开绵纸有股淡淡的茶香！
因为是年代久远了包装纸已经有很多有虫眼了，茶青为
四，五级勐海大叶种晒青毛茶。茶汤金黄明亮，茶气浓
烈，经过时间的自然陈化，已经褪去了苦涩之气。此茶
入口，可谓享受！陈香浓郁香气全部融入到了汤中，茶
汤进口后，满嘴含香，相当干净！润，但又不失茶味，
回甘汤很厚，很滑，汤水非常的细腻，很快，生津持久，
喉部一直持久的回甜！
RMB: 无底价

1916

1917
80 年代末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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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青饼

【制作厂年份】80 年代末期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勐海茶厂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88 青饼是勐海茶厂于 1988 年至 1992 年生产的 7542 青饼的
统称，是茶人对这段时期勐海茶厂生产的 7542 青饼的一种特殊称谓，属
于勐海茶厂按照 1975 年的研制的 7542 配方加工生产的以 4 级茶青为主
要原料的常规品种。
88 青饼属于生茶饼，每饼 357 克 ( 包装纸为手工盖印八中绿茶字商标的
中茶公司手工棉纸 )，7 饼一筒 ( 每筒用竹壳包装 )，12 筒为一支 ( 竹箩筐
辅以竹壳包装成支 )，它以肥壮茶菁为里，幼嫩芽叶洒面，拼配合理得当，
经过二十多年的陈化转变，茶饼乌黑油亮，汤色红浓透澈，香气纯正持久，
有花果香，滋味浓厚回甘好，叶底匀齐，口感厚实，经久耐泡。
88 青饼代表的是勐海茶厂一个时期的 7542 青饼，与勐海茶厂其他时期
生产的 7542 既有配方相同、茶底茶质相似等共同特征的共性，也有产品
的压制技术、茶饼外形、包装风格等差异性。要鉴别 88 青饼，可以从茶
品的外包装、内飞、印刷、饼形、茶底、口感等方面进行。
RMB: 5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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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1918
文革期间

文革野生茶（竹篮框）

【制作厂年份】1999 年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云南昆明茶厂
【重量】 5000 克 / 框 【仓储】干仓
【数量】1 框
产品说明：普洱茶有荷香、兰香、樟香、和青香四大类，这
些都必须经过新鲜的制作工序和自然的储存过程，才能保留
下来的。尤其兰香和樟香必须是云南旧茶园乔木茶树与樟树
混生才具有的，此茶就是文革时期兰香散茶，经选 300 年以
上乔木野生茶树的特优质茶青，其叶底油嫩润厚，汤色呈深
琥珀色，非常漂亮，回甘生津快，入口顺滑，耐泡醇厚，特
显兰香！
RMB: 450,00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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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1919
95 年

同庆号

【制作厂年份】1995 年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中茶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8 饼
产品说明：此茶为勐海大叶茶，乔木型，大叶类，芽叶肥壮，黄绿色，
叶长椭圆形，叶着生状态稍上斜，叶色绿，叶肉厚而软，叶面隆起，革质。
野生型乔木茶树，一般高在 3 米以上，处于原始森林中，承自然雨露。
茶箐嫩叶无毛或少毛，叶缘有稀钝齿。茶性滑柔而质重，香气深沉而特异，
口感刺激性很弱，但水甜回甘长且稳定。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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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1920
80 年代

牛皮茶

【制作厂年份】80 年代年末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中茶
【重量】 28 千克 / 包 【仓储】干仓
【数量】1 包
产品说明：许多老字号茶庄的普洱茶，由普洱经思茅，
过车里（景洪）、佛海（勐海）至打洛，而后出国。后
来人们又把牛皮包贡茶称之为“官茶”，而牛皮包贡茶
是马帮进贡茶的主要茶类。此茶能在当时马帮进贡茶中
成为主要茶类，就因为它有它独特的：性、香、韵、滋、
味等等，当茶汤进入口腔时稍停片刻，通过喉咙流向胃部，
它的柔顺度让人就能感觉到很圆润，很自然。其品饮中
的舒服感觉就像母亲对幼儿的呵护，幼儿对母亲的依赖。
其香味独特一番，韵味十足，深受宫中欢迎。
RMB: 18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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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1921
50 年代

马帮进贡茶

【制作厂年份】50 年代 -60 年代
【制作工艺】 黑茶 【生产厂家】雅安茶厂
【重量】 29.5 千克 / 包 【仓储】干仓
【数量】1 包
产品说明：千年的茶马交易，边销茶的来历，历史上“边销茶”系由政府控制用于与边疆少数民族交换马匹之茶，
又称“官茶”，为马帮进贡茶，黑茶是边销茶的主要茶类。了解黑茶起源是中国历史上的茶马交易。黑茶茶
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唐代即有茶马交易，茶马交易中的蒸青团块绿茶因古时的运输条
件的限制，不经意间，绿茶变乌变黑变得醇和不涩，古人从中得到启示后，将渥堆做色工序在初制工艺中固
定下来，便产生今日之黑茶。
顾名思义，边茶就是销往边区之茶，古时的边区系指现在的边区少数民族地区，是相对于中原王朝的汉民族
地区与西北、西南及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概念。
西北地区因气候原因不宜种茶，他们只能通过朝贡、贸易向中原地区取得“岁赐”茶叶和买茶，另一方面，
西北高寒草原盛产良马，而马作为战争和运载的绝好工具，一直是中原王朝征发购求的对象。茶马两相需求，
其交换流通便应运而生，而且很快成为汉民族同游牧民之间经济交流的主要形成，也是中原王朝统治边境的
手段，自唐至清，维持千年之久。
本茶为 1951 年到 1962 年间，康定出关的 20 万包，从东部的康定开始经甘孜，德格到昌都到拉萨，再由康
定地区大寺院，大商人组织的商队马帮络绎不绝，用西藏的马匹给茶交换。《兵史》记载“专以雅州名山茶
为易马用”茶马互市频繁的商务往来，让人们千里迢迢来到藏区换购边茶。茶叶由雍仲林寺提供，雍仲林寺
位于日喀则地区之南林县境内，是西藏著名的苯教寺院。此茶为院中的佛茶贡奉，内附 2 卷经文，经文长达
百字以上，记录了佛教故事和日常生活，弥足珍贵，是世间不可多得的珍品！只有寺院精选过的茶叶通过法
式放入经文用作贡茶贡奉，贡茶选用贡尖，用二级黑毛茶压制而成，外形色泽橙黄，叶底黄褐带暗。马帮进
贡茶作为藏区政治重要的砝码，在各种制茶中最为耗时，最为复杂，一般要经过和茶、顺茶、调茶、团茶、
陈茶五大工序和 32 道工艺，依古法炮制而成，想必经过 60 多年的陈化，更是尽显红、浓、醇、陈的四大特
色了。
RMB: 55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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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04 年

下关复刻版

【制作厂年份】2004 年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下关茶厂
【重量】 100×28/ 沱 【仓储】干仓
【数量】1 盒
产品说明：此套组茶乃由香港惜壶茶舍何景成先生与下关茶厂共同制作完成 , 共分为四部分下关茶
厂历年 (1951-2003) 来所生产之具代表性沱茶 , 原木锦盒，下关沱茶图谱，下关沱茶复刻专书壹
本。是收藏佳品！本品为 04 年下关茶厂、永年公司、香港惜壶茶舍共同策划制作的一套下关茶厂
1951-2003 年经典沱茶的复刻纪念版。此套纪念茶品为百年下关的经典产品辩实提供了良好的依据，
是为广大爱好者系统学习下关沱茶的一大全面教材。此复刻版继承了下关一贯的高品质和严要求，
在保证了包装和设计的严谨、精细外，在资料的整理和历史的考证上下足了工夫，使得许多外界误
传的资料信息得到很好的更正。更为难得的是本品并非只注重外包装的浮华茶品，整个系列沱茶的
茶体同样依照传统拼配制作，沱茶之间的差异完全依照当年历史实际品质加工，沱身标记也一样照
原版本复刻完整，口味上也力求保证辨别出茶品特色（全套茶品共为 11 个口味 28 个沱茶）。相信
这样一套用心制作、且有很大资料参考价值的茶品会给收藏者带来极大的品鉴乐趣！
RMB: 15,000-20,000

1923
90 年代

1922

中茶砖

【制作厂年份】90 年代末期
【制作工艺】 生 【生产家】勐海茶厂
【重量】 250 克 / 砖 【仓储】干仓
【数量】5 砖
产品说明：本品为勐海茶厂早期产品，计划经济时期勐海茶
厂为中茶公司所属企业，由勐海茶厂加工，中茶公司销售，
所以包装上面还印有“中茶牌”字样。
原料采摘鲜嫩，大乔木一口料发酵，砖形工整饱满，压制适度，
口感入口醇厚顺滑、绵软厚实，淋漓尽致的体现了樟香水滑、
醇、厚、糯、滑、爽的特点，让爱普洱茶的朋友享受到大自
然的真味的韵味。
在岁月的沉寂下，此款茶香气带有樟香，入口较为润滑，从
始至终没有一点锁喉的感觉出现，回甘的感觉特别强，甘爽
喉韵生津回甜带有清冽的茶香！耐泡度也是非常不错，越喝
倒最后茶汤越清甜。
RMB: 无底价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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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70 年代

鼎兴号

【制作厂年份】70 年代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鼎兴茶庄
【重量】 339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50 年代以前，勐海有着许多私人茶庄，所生产的普洱茶品中，
其品质往往参差不齐。鼎兴号茶庄专生产高级普洱茶品著称。现行世有鼎
兴圆茶，有红圆茶、蓝圆茶和紫圆茶三种，红圆和蓝圆，品质相似，陈期
都在 60 年左右，是普洱茶精品，而紫圆则品质欠之。茶叶多为单叶老茶菁，
油性少，条索揉卷较松，还参杂了许多黄薄之叶，且是普洱茶中饼身最厚
者。鼎兴红、蓝圆茶内票的注册商标为“星月”图案，署“本号选办正山
细嫩雨前春尖芽茗加工揉造发行有防假冒特印为记”等字样。(“正山”本
意是易武山，旧时易武茶山以产“阳春细嫩白尖”而出名 ) 鼎兴号普洱圆茶，
有着最浓厚且带有油香野性的樟香，是普洱茶中最浓的茶香，是产自勐海
周围小叶种茶青：茶性品味略高一筹。鼎兴圆茶味道淡薄，略带微酸，其
条索卷实、油面光泽、饼身较薄、汤色栗红透亮、叶底栗青单叶，从叶底、
水性看来确定是倚邦普洱茶特色。一般倚邦茶种的茶园所产茶品，没有易
武或勐海老树普洱茶那种浑厚浓酽特色。喉韵顺滑回甜，如果冲泡过浓或
品饮太匆促，回甜後会有甜腻感觉，会影响品饮食欲。
RMB: 75,000-80,000

1924

1925
90 年代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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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2

【制作厂年份】90 年代末期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5 饼
产品说明：本款特级青饼 7542 当时用網紋薄棉纸
包装，早期棉纸，纸质较薄，但韧性很好，现在市
场中已不常见。用料为 4 级茶菁，配菁细，芽头多，
茶饼背面，7542 精典配方茶，用料均匀，汤色偏红，
金红透亮迷人，滋味饱满，香气挂杯不退。 汤感绵
软韵长，口感层次分明，变化丰富， 入口滋味柔和，
陈香慢慢散开，生津回甘，韵味浓香，停饮十多分
钟后还口齿留韵不散。茶与水的高度结合，喉韵甘
甜清爽，叶底肥厚，内质丰富。叶底厚实而肥壮， 舒
展程度好，条索较完整且有彈性、油润光滑，后韵
留存于底。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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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1926
90 年代

无纸绿印

【制作厂年份】90 年代末期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中茶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8 饼
产品说明：此茶茶种属乔木型大叶种，采集于易武茶山茶区茶菁，为西双
版纳境内，六大茶山最好的普洱制成。茶面金黄，茶汤及叶底为栗色，茶
韵鲜甜，水性活滑，饮后喉韵回甘，舌面生津，茶气强。茶香充满着纯正
的青樟香。
RMB: 无底价

1927
90 年代

苹果绿

【制作厂年份】98 年
【制作工艺】 熟茶 【生产家】昆明茶厂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7 饼
产品说明：中茶省公司昆明茶厂 90 年代早期绿印七子饼选自勐海
茶区 3-4 级茶菁精制而成，是当时中茶省公司最具代表性的茶品，
茶菁选用当年勐海茶厂 7542 相同配方，但毛茶是经过渥堆发酵后
的茶品，很多人看包装会认为此款茶是晒青压制茶（7542）。 7572
一直以来是普洱熟茶的标杆之作，可此款 90 年代中茶小绿印在等级
方面足足高出了它整整 3 个等级，品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RMB: 无底价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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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98 年

中茶青饼

【制作厂年份】98 年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中茶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98 中茶为中茶公司改制前生产的生茶，筛选原料为野生老乔
木春尖，属栽培型生态茶，等级高，滋味足，回甘强，茶品均为专业干
仓存储 , 茶底非常好 , 全部采用勐海茶区茶底精心制做而成，此茶香气十
足 , 带有勐海茶区典型的茶味。一经冲泡开来 , 可谓是满屋飘香。其汤色
呈琥珀色，细辨叶底，质地饱满柔软，充满新鲜感，由于长期存放于云
南干仓中，茶气极强，持久性极佳，相信此茶经过岁月的洗礼后会更上
一层楼！
RMB: 无底价

1928

1929
96 年

96 紫天饼

【制作厂年份】96 年
【制作工艺】 熟茶 【生产家】中茶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8 饼
产品说明：此茶为勐海茶厂出品，包装上带有紫色
“天”字原印章，说明该茶是 90 年代初由香港紫
天公司定制。品鉴：汤色红浓，陈香显，滋味醇正，
茶质尚厚重，放仓退仓良好的勐海系第三阶段熟
茶，叶底转化匀齐。
RMB: 无底价

1929

1930
2001 年

中茶泡饼

【制作厂年份】2001 年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中茶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8 饼
产品说明：七子饼茶，又称圆茶，是云南省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海茶厂生产的一种传统
名茶。七子饼茶也属于紧压茶，它是将茶叶加工
紧压成外形美观酷似满月的圆饼茶，然后将每 7
块饼茶包装为 1 筒，故得名“七子饼茶”其汤色
金黄明亮，回甘生津快，入口爽滑。微苦易化开。
叶底均整。
RMB: 无底价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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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2003 年

易武正山（野生茶）

【制作厂年份】2003 年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勐海茶厂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绿大树是国营勐海茶厂订制茶标示品牌之一，这一批茶用料
是易武茶区的古树、野放生茶，对于这样陈期十二三年的老茶来说，口
感的转化已经达到一个巅峰时期，基本可以从它现在的转化口感中窥测
出后续的转化方向。入口表现出的汤质细腻，水厚、甜美，有非常深厚
纯正的陈香味，汤质厚实，甘爽有力，恰到好处的天润感和丰富的层次
韵味，滋味由淡到浓，香气从浅到深，喉韵盈满口腔鼻息，呼吸间被蜜
韵果香完全占据，老茶独特的沉稳气韵如山水画卷逐一展示，质感饱满
圆润，细腻而大气，协调性极好，喝过之后整个身体的舒适程度完全不
是新茶可以比拟，这种感觉非常令人着迷。
RMB: 10,000-15,000
1931

1932
2005 年

金色韵象

【制作厂年份】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勐海茶厂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金色韵象是适逢勐海茶厂改制一周年 (2005 年 10 月 25 日 ),
同时也为了庆贺勐海茶厂获得国家食品质量安全 QS 许可 (2005 年 11 月
22 日 ), 特别推出的特制贺岁饼，为老茶新压的普洱生饼。本产品用料精
良，所用原料是经过数年自然陈化的中壮晒青毛茶，毛茶等级 4、5、6 级，
其新茶香与青味基本退去，滋味浓酽中带着饱满的甘甜和醇美，汤色金
黄犹如阳光灿烂，茶性十足，陈香中有悠悠的稻香，更给人以舒爽的感觉。
此茶浓醇馥郁，口感厚滑、回甘，透出浓浓勐海味儿，到现在用来品饮，
最能从茶汤感受到茶的本质和悠悠的岁月陈香，极具品饮、收藏价值。
RMB: 4,000-6,000
1932

1933
04 年

紫大益

【制作厂年份】2004 年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勐海茶厂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04 紫大益茶饼以肥壮茶菁为里，幼嫩芽叶撒面，拼配得当，
面茶色泽油亮乌润显毫，心茶肥壮。茶品冲泡后，茶气为淡淡的甜蜜味，
茶汤入口甘，微微苦味。此茶已渐渐氧化变浅褐色。汤色微红透亮，陈
香浓郁，纯正持久，有花果香，滋味醇厚，比较霸气，回甘明显；叶底
匀齐，茶叶全部张开，柔软，有弹性。经久耐泡。
RMB: 4,000-6,000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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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90 年代

1934

1935
90 年代

无纸小红印

【制作厂年份】90 年代末
【制作工艺】 熟茶 【生产家】中茶
【重量】 357 克 / 饼 【仓储】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 红印圆茶又称现代普洱贡茶，始制于 1940 年范和钧创办佛
海茶厂之时。其饼茶内正均为红色印记，且茶饼的外纸正面都印着“八
中茶”中茶公司标志。在八个“中”字组成的圆圈内，有一红色“茶”
字。在中茶公司所产的普洱茶品中，而冠以“八中茶”标志者且又“茶”
字为红色者，只有红印普洱圆茶和红印云南沱茶，是空前绝后的。
     红印普洱圆茶除了其身世价值外，茶品品质亦属现代普洱茶中的上乘
之品。除了茶菁肥硕，条索饱满，颜色粟红，茶面油光、茶汤透红及叶
底柔软新鲜等品质外，其中茶内正完全埋在茶饼中央，是旧式压模制造，
使用古老制作工艺，无不是脐臼圆型饼茶，茶汤厚酽、有兰香或野生樟
香味，红印圆茶，是勐海茶厂得以在现代普洱茶史上笑傲群雄的依据之一。
RMB: 无底价

宝焰沱

【制作厂年份】97 年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下关茶厂
【重量】 250 克 / 沱 【仓储】干仓
【数量】1 沱
产品说明：班禅沱又称“宝焰牌心型紧茶”或“宝焰牌心型圣茶”，是
云南下关茶厂专为班禅大师特制的礼品茶，实为茶中珍品。此款 97 年蘑
菇沱一直留昆明存放，开汤一股陈香味道扑鼻而来，
在入口回味间，一种陈年老生茶最难得一见的野梅子香从茶汤里透出了，
香滑醇润，浓醇鲜爽 , 甘爽顺滑，而不失厚重感，入口甘甜及爽润 , 汤水
融入，厚重的滋味加纯净的野梅子香绵绵不绝 , 围绕在您的舌根，从茶汤
的汤香到喝完后流露在杯底的杯香，余味悠长 , 层次感及其的丰富 , 韵味
十足，汤感油润剔透，甘爽顺滑，香醇绵密。
历史上的紧茶素以茶味浓郁，香气韧劲著称。自古以来，茶为藏区不可
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旧时都通过马帮驮运由滇入藏，路途迢遥，茶叶常
常因为受潮而发生霉变。为了让紧茶在驮运的过程中能有足够的空间散
发水分而防止霉变，才逐渐形成了紧茶独有的带把香菇造型或称心型，
并一直沿用至今。大理离藏区较近，在地理位置上有优势，紧茶的生产
重心慢慢移到大理。1941 年，蒙藏委员会派代表格桑泽仁同云南洽商，
各出资 15 万元成立康藏茶厂，生产专供藏区的”宝焰牌“心脏型紧茶。
解放后，公司指定大理的下关茶厂为“心脏”型紧茶唯一生产厂家。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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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销老散茶

【制作厂年份】80 年代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中茶
【重量】 100 克 / 包 【仓储】干仓
【数量】1 个
产品说明：普洱茶是闻名中外的世界名茶，是不能复制的神奇的地域
性名茶，距今已有 2700 多年的历史。普洱茶是以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
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成的紧压茶和散茶。历史上的普洱茶主要有
七子饼茶、普洱沱茶、普洱散茶、普洱砖茶等。宋朝时期，大理地方
政权在普洱设“茶马市场”以茶叶换取西藏的马匹，并形成了历史上
第一条普洱至西藏的“茶马古道”。滇南之茶均集散于普洱，然后销
往各地，故以“普洱茶”为名。普洱茶久负盛名，在明代，普洱茶即
作为专有名词载入书籍。清代，普洱茶是云南进贡的贡品。《红楼梦》
中多次提到达官显贵阶层以常饮普洱茶作为养生之道。此款普洱散茶
一直销往亚欧美澳各洲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世界崇尚健康人士
的时尚之选。该茶外形色泽褐红，汤色呈琥珀色红浓明亮，香气独特
陈香，滋味醇厚回甘，耐泡度极强，至今为止口感上都略显霸气。是
款值得收藏的好茶！
RMB: 无底价

吉幸牌散普

【制作厂年份】96 年
【制作工艺】 熟茶 【生产家】中茶
【重量】 100 克 / 盒 【仓储】干仓
【数量】1 盒
产品说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研究证明普洱熟茶有降脂作用，大
量向中国进口，可要的是 7 级以上较精致的原料。为了应市，云南茶叶
进出口公司组织大量 5-6 级原料渥堆发酵，生产适应日本市场的散装
普洱茶。在普洱散茶的出口销售中，5-6 级已经是很高的原料。由于外
省如四川、广东、贵州、湖南乃至江西用小叶种炒青、烘青生产假普洱
茶冲击日本市场，而这些假普洱茶没有日本人期待的药理作用；到八十
年代后期，日本市场除福冈等销售云南普洱散茶的地区外，大都沉寂下
来。计划经济时期，茶叶原料紧缺，普洱茶只出口不内销，国内包括云
南本土少有人认识普洱茶。5-6 级普洱茶一时积压，此时吉幸散茶在上
世纪九十年代初有机会上了云南商店的货架。此款茶原料选用纯正云南
大叶种茶箐，以 5-6 级大叶茶切碎传统方法精心制作，出口装吉幸注
册商标，胶纸密封，干仓正品，十多年存放，茶叶变黄红，胶纸脆化，
陈韵回甘，醇厚甜滑，茶汤红浓。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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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厂年份】 2001 年
【制作工艺】 生茶 【生产家】昌泰茶厂
【重 量】 380 克 / 饼 【仓 储】 干仓
【数量】1 饼
产品说明：易昌號饼茶是以普洱茶主要产区易武正山茶为原料精制而成。
此茶长年生长在云雾覆盖的深林之中，实为当今原始生态食品精华，具有
色泽明亮、滋味淳厚等明亮。对比 99 易昌号极品，01 珍品在品饮口感已
经无限接近几无区别。珍品之妙，已小入化境，蜜香下沉，茶即汤，似
还无的苦底，入口即化，甘醇爽口，茶气沉稳，入腹即扩散四肢百骸。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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