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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好货找好货

正宗西湖龙井“雨前茶”全新上市
30年龙坞老师傅手工炒制 浓香耐泡是雨前

浓香耐泡是雨前

在茶客眼中，杭州鲜活的春天、无尽的

春色都浸润在一杯西湖龙井中。

眼下，清明已过、谷雨在即，明前西湖龙

井的采制已全面结束，正值雨前茶最好的采

制与尝鲜时节。

雨前西湖龙井，介于清明和谷雨两个节

气之间生长、采摘与制作。因为价格亲民、浓

醇耐泡，突显性价比高，深受老茶客的喜爱。

本期推荐的是被称为“高性价比”的雨

前一级龙井茶，来自“西湖工夫”品牌，全手

工炒制而成。资深品茶师评价它：“味香甘

爽，使人心脾清爽；茶汤回甘强，口感持久，

茶底大小匀齐，嫩绿明亮，让人心旷神怡。”

杭州市西湖区龙坞茶镇，被誉为“千年

茶镇”“万担茶乡”，是西湖龙井的原产保护

基地。这款雨前一级龙井茶，正产自龙坞制

茶世家陈氏茶园。

30年龙坞老师傅手工炒制

作为龙坞的原住民，陈大伯与茶的感情

很深。在陈大伯的记忆里，家里祖祖辈辈都

守护着这片茶园，而自己也是从出生至今一

直与茶为伴。

早些年，龙坞还是个颇为封闭的小村

庄。住在这里的村民们世世代代种植茶叶，

当地的原住民几乎也都是茶农出身。陈大

伯说：“种茶、采茶、炒茶，对我们来讲是件很

严肃的事情。不能作假、不能敷衍，不能砸

了老祖宗招牌。”

本月 20 日将迎来谷雨。这几天，陈大

伯正忙碌着组织茶农们采摘今年最后一波

春茶。陈大伯告诉我们，目前采摘的茶，就

叫雨前茶。这几日气温高，芽叶生长相对较

快，积累的内含物也较丰富，因此雨前茶往

往滋味鲜浓且耐泡，“明前茶一般在三泡左

右，雨前茶可以泡五泡。”

懂茶的人都知道，茶好不好喝，炒茶环

节是关键。若要使茶叶平、扁、光滑和色香

味形俱佳，靠的全是手上功夫。

陈大伯很早就开始帮家里炒茶，到现在

足足炒了 30 年。因为长期炒茶的缘故，他

的手掌被铁锅磨得很光滑，掌纹也已不清

晰。

陈大伯说，其实现在坚持手工炒茶的茶

厂已经不多了。一来，摄氏一两百度的炒锅，

不是谁都吃得消的，现在的年轻人又不太肯

学，会炒茶的人越来越少了。二来机器炒制

成本低，而炒的茶叶，形状颜色又要比手工炒

的好不少，所以企业更愿意用机器来炒茶。

不过在他看来，要想喝到真正的好茶，

还是得选择手工炒制的，“手炒茶的口感和

茶香味都更醇正些。”

新品上市

雨前一级西湖龙井茶手工包

2019新茶 30年老师傅手工炒制

规格：250克

市场价：298元 有礼价：168元

三月看杏花，四到六月吃杏果。现在这

个季节正是杏果香满天，各种杏果成熟挂满

枝头的时候。

杏 果 营 养 丰 富 ，含 有 多 种 有 机 成 份

和 人 体 所 必 须 的 维 生 素 及 无 机 盐 类 ，是

一 种 营 养 价 值 较 高 的 水 果 。 与 此 同 时 ，

杏果酸酸甜甜，美味可口，着实让人欲罢

不能。

今天这款金太阳黄杏，产自陕西秦岭

自然保护区，肉质细、汁水多，风味独特，品

质极佳。

温馨提示，黄杏表皮有一层绒毛，读者

收到货后用清水加少许盐搓洗干净即可直

接食用。若您更喜甜味，可以多放置几天，

待黄杏手感变软后再食用，甜度会更高。

刚刚下树，酸甜可口！
等了一年的小“杏”福45元尝鲜抢购

陕西金太阳黄杏

完美酸甜比 一咬出汁

规格：净重2斤

有礼价：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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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老茅台有惊喜！一瓶陈年老酒价值可不一般，快找找你家有没有?
重金收购老茅台酒、各种名酒
征集范围:2019年前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汾酒、董酒、洋酒XO等各种老酒，同时收购老钱币、老阿胶、冬虫夏草
老酒挥发难保存，及时变现不吃亏，只要你有好酒，价格不是问题，请把握最后几天变现机会，可上门服务

时间：4月12日-22日（请把握难得的变现机会） 重点收购整箱茅台 数量越多 价格越高
电话：13177885888 地址：钱报有礼健康门店（下城区体育场路184号）
乘车路线：乘8路、11路、28路、221路、228路、126路、22路、24路、32路、38路、72路、78路、105路（内环）、106路（外环）、207路、219路、814路、30路、266路高峰线、3路、274路高峰线、151路（电车）到杭州市体育馆下车

4 月 12 日至 22 日最后一波在下
城区体育场路184号钱报有礼健康门
店开展1953年至2019年的老酒免费
鉴定评估活动。本次活动斥资2千万
元对市民有意向变现的老酒进行现
金收购。

此次活动由专家免费为市民鉴
定、评估不同年代的老酒。市民对酒
的保存意识不强，经多年的自然挥发，
导致手中的藏酒失去了收藏的价值。
一位大爷拿着他收藏的一瓶上世纪
80年代的茅台酒来现场找专家，经鉴
定，专家告诉他这是一瓶1986年的茅
台。因为他不懂如何保存，导致封膜
破损，加上潮湿的气候导致跑酒，结果
这瓶茅台酒失去它的价值。

由于保管环境、条件不好，容易
跑酒，家有老酒的市民请把握住这次
难得的变现机会，活动现场专家会将
老酒收藏及保管知识告诉大家。有
专家免费鉴定，有的高出市场收购价
格的 30%，年代更久的整箱茅台酒价
格高出单瓶价格的一倍多。如果老
酒数量较多，可保密预约上门免费评
估鉴定和收购。本次活动在现场公
平、公正、公开地开展，从而保障市民

的利益，经双方同意后现金交易。
老酒收藏馆是以老酒收藏为中

心的专业收藏馆，为酒友提供老酒交
流、鉴定、收藏、收购、投资的酒文化
交流平台。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
区象山北路 376 号的老酒收藏馆即

将盛装开业，将成为市民参观、了解
中国千年酒文化的一个好去处。

为了庆祝老酒收藏馆开业，增加
老酒的品类，特面向杭州广大市民重
金征集收购（1953 年-2019 年）茅台
酒及 20 世纪 50 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的十七大名优老酒。老酒有“液
体黄金”的美称，品相不同、年份不同
代表的价值也不同。只要是符合条
件的老茅台以及中国十七大名优老
酒均可现金收购，活动同期免费为市
民鉴定评估各种陈年老酒。

南晚滋补店汇聚了一批老酒方
面的专家，凭借多年的藏酒经验，眼
观鼻闻，能精心细致地评估出每瓶老
酒的满意价格。所谓藏品，就是酒体
要满，外商标要好。如果没有专业的
储存条件或当初生产工艺欠缺，会导
致酒标褪色、酒体挥发，从而大大降
低老酒的价值，甚至变成废品。不如
借机会交给专业藏家打理，更好地传
承中国老酒文化。另外，老酒收藏馆
长期收购各种老酒，藏酒多的市民，
可享受免费专车接送，上门服务。

此次收购，价格高出市场价，机
会难得，望杭州广大市民把握良机。

“老酒挥发难保存，高价变现不吃
亏！”望家有 1953 年-2019 年高度茅
台酒、五粮液、2000 年以前的高度郎
酒、四特、董酒、剑南春、泸州老窖、古
井贡酒、汾酒、竹叶青、虎骨酒、全兴
大曲等十七大名酒的市民速到现场，
参与免费鉴定评估。

备注：所有老酒均明码标价回
收，绝不无故压价，市民认可后，当场
付款并报销市内路费。重要的事只
说一遍，只要你有好酒，价格不是问
题！路远或不方便来的，全国可提供
免费上门服务。

高度全品相

不跑酒

价格表

年份
2012年茅台酒
2011年茅台酒
2010年茅台酒
2009年茅台酒
2008年茅台酒
2007年茅台酒
2006年茅台酒
2005年茅台酒
2004年茅台酒
2003年茅台酒
2002年茅台酒
2001年茅台酒
2000年茅台酒
1999年茅台酒
1998年茅台酒

参考价格
2000元/瓶
2100元/瓶
2200元/瓶
2300元/瓶
2400元/瓶
2500元/瓶
2600元/瓶
2700元/瓶
2800元/瓶
2900元/瓶
3000元/瓶
3200元/瓶
3600元/瓶
3800元/瓶
4200元/瓶

年份
1997年茅台酒
1996年茅台酒
1995年茅台酒
1994年茅台酒
1993年茅台酒
1992年茅台酒
1991年茅台酒
1990年茅台酒
1989年茅台酒
1988年茅台酒
1987年茅台酒
1986年茅台酒
1985年茅台酒
1984年茅台酒
1983年茅台酒

参考价格
4500元/瓶
7000元/瓶
7100元/瓶
7200元/瓶
7300元/瓶
7500元/瓶
8000元/瓶
9000元/瓶
9500元/瓶
1万元/瓶

1.1万元/瓶
1.15万元/瓶
1.25万元/瓶
1.3万元/瓶

1.35万元/瓶

年份
1982年茅台酒
1981年茅台酒
1980年茅台酒
1979年茅台酒
1978年茅台酒
1977年茅台酒
1976年茅台酒
1975年茅台酒
1974年茅台酒
1973年茅台酒
1972年茅台酒
1971年茅台酒
1970年茅台酒
1969年茅台酒
1968年茅台酒

参考价格
1.4万元/瓶
1.5万元/瓶
1.8万元/瓶
2万元/瓶

2.1万元/瓶
2.2万元/瓶
2.3万元/瓶
2.4万元/瓶
2.5万元/瓶

3.5-7万元/瓶
4.6-8万元/瓶
5-9万元/瓶

6-10万元/瓶
8-15万元/瓶

10-17万元/瓶

年份
1967年茅台酒
1966年茅台酒
1965年茅台酒
1964年茅台酒
1963年茅台酒
1962年茅台酒
1961年茅台酒
1960年茅台酒
1959年茅台酒
1958年茅台酒
1957年茅台酒
1956年茅台酒
1955年茅台酒
1954年茅台酒
1953年茅台酒

参考价格
20-25万元/瓶
25-30万元/瓶
30-40万元/瓶
40-50万元/瓶
50-60万元/瓶
60-70万元/瓶
70-80万元/瓶
80-90万元/瓶

90-100万元/瓶
100-120万元/瓶
120-150万元/瓶
150-180万元/瓶
180-210万元/瓶
210-240万元/瓶

260万元/瓶

老酒馆开业倒计时，仅此几天，4月22日停止收购，请把握难得的变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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