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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最囧藏事，且突破收
藏圈引起公众关注的，当推10月
7日开馆的重庆大学博物馆，曾经
的媒体人、网友江上怒揭赝品，一
帖成名。

这批馆藏出自重庆大学教
授、收藏家吴应骑，早在2015年，
重庆大学就邀请国内14位博物

馆建设及文物专家对这批藏品进
行评估并一致认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对
此案例进行了全程追踪。此事并
非孤例，每每不了了之，迄今两月
余，果然已经偃旗息鼓。

点评：捐赠赝品给博物馆，捐
赠方图名还是图利，那是抵死不
认的。博物馆方则暴露了受捐的
制度漏洞，水准尴尬，渠道瓶颈。

艺术品收藏市场自古真赝并
存，是无解的困局，某种程度上也
是乐趣所在。高校是受诈捐重灾
区，这与其因教学与研究而迫切
建立博物馆的需求有关。此事提
醒公众与相关方关注大学
博物馆建设，完善机制，寻
求专业力量，从渠道上屏
蔽诈捐漏洞。

自六七年前的收藏市场高峰之后，持续回落，泡沫破裂，礼品市场破灭，行情下行，市场在缓行、休整。
谷底到了吗？没有谁能给出答案。从高点走过来的藏家看来，眼下东西实在是便宜。可是除非有其他资金来路，纯靠收藏品买进卖出倒仓的藏

家，出货难，吃货必然也乏力。
可以宽慰的是，前些年弥漫的焦躁情绪在淡化，理性的声音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藏家认识到，挤泡沫，市场调整，是良性市场形成的前奏。虽说

是清汤寡水又一年，吹面不寒的风是越来越让人受用了。
市场清淡，却并不闲着。一起一起的事件，也并非孤立个案，不妨来说道说道，长点心。

玩收藏的 长点心吧
□策划 体娱文创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珂

数月前，有心人贴出一组荣宝
斋20世纪中期字画的收款单，迅
速在网上流传：

1957年1月11日，李苦禅“八
哥桂花”47元；1959年1月7日黄
胄人物5件共95元，平均每件约
19元；1963年6月7日，陈半丁4
件96元；1963年6月10日，叶浅
予一幅画100元；1963年6月10
日，李可染“春雨江南”原画一幅
100元；1964年4月3日，吴作人
画7幅、妻子萧淑芳花卉6幅，一
共13幅作品319元；1978年10月
19日，吴作人作品一件60元。

据和平画店创办人、荣宝斋新
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经理许麟庐
之子许化迟回忆：上世纪50年代
初，父亲许麟庐的“和平画店”在齐
白石的支持下开业，郭沫若、徐悲
鸿、傅抱石、张伯驹、李苦禅、启功、

黄苗子、黄永玉等都是常客。那时
候齐白石不是很富有，直到去世也
不富有。很多画家生前都不是很
富有，在1951、1952年，黄宾虹的
画一元钱一张。

诗人艾青曾说过，他收藏的几
幅齐白石的画不是齐先生赠送的，
是花钱买的。当时年过九旬的齐
老画价是每平尺4元钱，艾青为了
请齐老题上款还多加了几块钱。
即便按这个价格，当时一个普通工
人的月工资就可以买两幅齐白石
的画。

1977年，王雪涛的画12元一
平尺，李可染是15元一平尺，陆俨
少是8元一平尺。上世纪80年代
初，天安门前的国家博物馆（原中
国历史博物馆）的“外宾服务部”，
吴作人的润格是一平尺5元钱，李
可染8元，刘炳森6毛、8毛钱。

1981年，从香港回来的许化
迟，仅花20多万港币就买下了外
宾服务部的全部画作，超过9000
张字画，包括齐白石、张大千、李可
染、吴作人、蒋兆和等人作品，“谁
的都有”。

对比如今拍卖会上的天价字
画，这简直是“白菜价”。

来看看今天的“天价”。
2017年12月17日晚，北京保

利十二周年秋季拍卖会的“震古烁
今——从北宋到当代的中国书画”
专场拍卖中，齐白石的《山水十二
条屏》以 8.1 亿元落槌，加佣金
9.315亿元成交。

2015年11月15日晚，中国嘉
德2015秋拍“大观之夜——近现
代专场”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
举槌。其中，李可染《万山红遍》以
5800万元起拍，最终以1.84亿元
成交。有趣的是，40多年前，荣宝
斋花80元就把这幅约3.1平尺的
《万山红遍》收入囊中。

点评：穿越而来的一纸收款
单，薄薄一片，却重重砸在了当今
市场，击中了收藏者的心。它的力
量核心，即是艺术品的投资属性。
在楼市股市惶惶然的时候，投资艺
术品成了众多投资者和机构不约
而同的选择。但是要有点耐心，今
天收了明天就出手赚差价，上一个
周期短期暴利的时代已经过去。
虽然接盘侠有失手，但长远看，艺
术品仍然是最稳定的投资品。

2019年6月2日晚，中国嘉德
2019年春拍“大观——中国书画
珍品之夜·近现代专场”中，潘天寿
精品力作《午睡》以2932.5万元成
交。网上的消息称，此作品买家为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还有人在朋
友圈爆料，马云打算将作品名字改
为《天猫》。此事持续半个月占据
艺术圈热搜榜。

此后，这只价值近3000万的
“猫咪”真正的主人坐不住了，在微
博发帖澄清。但随即，这条微博下
面的评论就把主人给“出卖”了，他
真的是阿里巴巴系的，但不是阿里
巴巴的马云，是被称为“帅总”的阿

里巴巴合伙人之一。
此作《午睡》是潘天寿指墨作

品，为画家卢光照先生珍藏多年。
此事虽最终被证乌龙，但乌龙

有原因，大佬们进军艺术品收藏市
场已成风尚，个个大手笔，频频博
眼球。

上海新理益投资公司董事长
刘益谦和夫人王薇是拍场常客。
从近现代当代的吴冠中、陈逸飞、
齐白石到古代的文徵明、王羲之、
范成大、石涛甚至宋徽宗，2.8亿港
元的成化斗彩鸡缸杯，3.1亿港元
的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
卡”，10.84亿元的莫迪利亚尼《侧
卧的裸女》，2.7亿港元的张大千
《桃源图》，1.7亿元拍到蒋廷锡百
开册页《百种牡丹谱》……如今，刘
益谦夫妇已经在上海和重庆建起
了三家美术馆，放置和展出他们的
上千件珍贵收藏品。

新疆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
也是收藏大家。十几年来，孙广信
投资数十亿元收藏了数百幅近现
代名家的精品书画，主要收藏中国
近现代十位顶尖艺术家的书画作

品：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
鸿、潘天寿、傅抱石、张大千、石鲁、
林风眠、李可染等，并且也建立起
了自己的私人艺术馆。

商业房地产大亨王健林从上
世纪80年代就喜欢收藏，其收藏
数量庞大，书画收藏规模已达百
亿。万达的艺术收藏顾问团队就
有十来个人，这其中还不包括欧洲
专家。除了中国顶尖名家作品，王
健林的艺术品投资视野还投向国
际一线。

华谊兄弟的董事长王中军，腾
讯的老总马化腾，都是艺术品拍卖
的常客，拥有丰厚的私人收藏。

点评：土豪在买楼，大佬在买
画，差别在于投资的视野和眼光。
近20年中国内地投资市场的实践
证实，收藏投资文物艺术品珍稀真
品的回报率要远高于股票、房产及
其他。而除了财富保值增值，艺术
品更是企业文化与个人素养的绝
佳体现。而作为靠谱的稳定长线
投资，艺术品在企业面对突发状况
时甚至可以帮助企业起死回生，渡
过难关，是保底的可变现资产。

10月6日，多段视频在互联网
上传播。画面中，一群大学生模样
的年轻人在江苏镇江丹阳市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丹阳南朝陵墓
石刻上铺纸拓印，疑似非法盗拓。
仅仅不到一米外，就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牌。后来盗拓
者确认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史论
系一刘姓副教授及其学生，在进行
人类艺术史多样化课程教学。随
后当事者向社会致歉，当地文保部
门也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行政处
罚。

拓片是指将碑文石刻、青铜器
等文物的形状及其上面的文字、图
案拓下来的纸片。拓印技术就是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而产生，
使用宣纸和墨汁，将碑文、器皿上
的文字或图案清晰地拷贝出来。
为取得清晰的图案字迹，拓印时要
用拓捶、棕刷等工具击打所拓碑
刻，通常会对碑刻造成一定程度的
损毁。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文物复
制拓印管理办法》当中有详细规
定，复制、拓印文物，不得对文物造
成损害。其中提到：“为科学研究、
陈列展览需要拓印文物的，元代及
元代以前的，应当翻刻副版拓印；
元代以后的，可以使用文物原件拓
印。在文物原件上拓印的，禁止使
用尖硬器具捶打。批量制作文物
复制品、拓片，不得使用文物原
件。”并且“复制、拓印文物，应当依
法履行审批手续”。

点评：在两宋阶段，拓印已成
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并延续至今。
它是一种记录方法，使大量已经散
佚毁坏的碑刻得以传世，拓片因而
具有极高的研究、欣赏与收藏价
值。清代金石学兴盛，当时的一张
名碑拓片和一张名家字画等值，而
一本剪裱宋拓，价格要超过一张宋
画，以数百两黄金计。

近年随着艺术品市场的成熟，
拓片市场行情回归，被业内称为

“黑老虎”。市场一路走高刺激了
交易，民间非法盗拓屡禁不止。而
散落在野外的大量碑刻，保护是个
难题。

京城2019秋拍季接近尾声，
本季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成绩单可
谓差别巨大。 赵孟頫书札《与郭
右之二帖卷》以2.67亿元成交，潘
天寿水墨画《初晴》以2.06亿元成
交，李可染画作《万水千山》以
2.07亿元成交，3件顶级书画拍品
突破2亿元大关；而同样是大家的
齐白石，一幅《松梅喜鹊》2011年
成交价为4945万元，本季秋拍最
终以2852万元成交，价格猛跌超
过2000万元。

翻看 2019秋季拍卖结果可
以发现，从数千万到几十万元的
拍品中，都有不少贬值出手的例
子。如吴冠中1988年作《泼墨漓
江》在2013年秋拍中的成交价为
690万元，本季秋拍 529万元成

交；王雪涛《牡丹蝴蝶》在
2014年春拍中以92万元成
交，本季只拍出57.5万元……
有藏家发现，一些自己曾经没
买到的珍品，再现拍场时价格
调低了很多，而此时市场却不
似从前愿意“接盘”。

点评：面对拦腰砍的局面，藏
家们心惊之余不免心忧：艺术品
还能保值吗？

业内分析，精品从未跌落，普
品市场锐减，市场盘整是良性作
为。艺术品投资“红利”正在渐渐
消失，市场逐渐拉开了精品与普
品的价差，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明显出现了两极分化。

而在行情不好的情况下，能
否拍出理想的价格恰恰考验着拍
品的质地。书画拍品分代表作、
精品、普品之分，只有精品代表
作，才能抗跌创出新高。而一般
精品或普品，就有可能价格缩水
赔钱，这也符合艺术品的财经属
性。

凡投资必有风险，艺术市场
的起起伏伏，更是真真假假，太多
背后操盘手。业内专家呼吁，收
藏应回归艺术本身。

事件：
荣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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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艺术品的投资属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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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砸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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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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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捐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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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在青铜灯
柱上的四脚蛇被
称作“龙”

骆驼载乐俑的
原型是不是蓝精灵

电镀金镶
人工合成宝石
乌龟

乌龟同工艺产品

看我漂亮吗

落汤鸡版鹰嘴
“汉代”玉凤

确定是玉跪人
不是蛤蟆精吗

三分像龙七分像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