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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博资讯

自拍靓照、心灵鸡汤、

美食美景……曾经的微信朋

友圈，几乎完全被这三类话

题占领。而如今，越来越多

的艺术品相关话题出现在了

微信朋友圈。有销售艺术品

的，有分享收藏经验的，也有

炫藏品的。总之，作为收藏

爱好者，如果你不分享几条

与艺术品相关的链接，或者

还没有在微信上进行艺术品

的交易，似乎已经落伍了。

老陈在重庆某古玩城

开了一家古玩店，面积不

大，主要经营一些玉器和文

玩杂项。古玩城人气不是

很旺，“有时候一天到店里

来的顾客都不到10个人”。

但老陈并没闲着，他从

去年开始把自己店里的一

些小文玩拍照上传到了朋

友圈，没想到就有人询价，

最后还有成交。“反正经常

都很闲，我干脆发一些东西

上去，效果还不错”。

老陈告诉记者，“我现

在有400多个好友，除了100

位左右现实的朋友，其他的

都是因为艺术品才互相关

注的”。老陈说，他现在经

常发一件艺术品上去，如果

东西不错，价位合适，“点赞

的就有几十个，询价的也不

少，最终也会有成交”。至

于每个月在微信朋友圈能

成交多少，老陈说这不一

定，“重庆其实在艺术品的

微信营销方面做得还不是

太好，像我关注的外地艺术

品经营者的微信账号，他们

的好友都是2000人以上，据

说一个月在微信的成交量

都有几十万元甚至更多，但

我这也就是偶尔能有一个

月的时间，微信比我店里能

卖得多点。”

虽然个人微营销在重

庆不太火热，但公众账号却

是另一番景象。百年老店

淳辉阁也在今年上半年开

设了自己的微信公众账

号。现在微信公众账号主

要会发布一些拍卖相关信

息，并对重点拍品进行推

介，同时会分享一些书画收

藏方面的知识和故事。

微信营销日趋火热，但

微信官方的态度却并不支

持。前些时候，腾讯微信团

队官方曾发公告称，“微信

朋友圈不是营销平台。我

们不鼓励利用个人微信号进

行营销，为了保护用户体验，

净化平台环境，微信会对部

分通过大量添加好友从事商

业营销的个人微信号进行

联系人数量限制，并对用户

举报较多、涉及假货及商业

侵权的微信号，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进行处理”。据报道，

目前微信无好友数上限，部

分营销账号好友人数达到上

万人。 （据《重庆晨报》）

艺术品攻占朋友圈 微营销成业界新宠

经过微信公众号的宣传，
这幅晏济元的《红梅》最终在淳
辉阁的春拍中拍出了3.36万元

在上海泓盛2014年春拍中

纸杂文献专场中，马克思亲笔

信是当仁不让的明星拍品。据

透露，这封信的藏家是上海人，

非常低调，20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搜求红色文献以及名人手

札，数年前在海外得到机会，拿

自己的一件中国古画同另一位

藏家换的这封马克思亲笔信。

此次是为了支持泓盛纸杂文献

专场而特别提供的，但是由于

其估价高达800万元人民币，最

终因无人竞拍而流标。

据介绍，这是马克思手稿

信札在国内的首次公开拍卖，

也是全球40年来第一次拍卖马

克思亲笔信。之所以会定800

万元的高价，据说因为前两年

欧洲古旧图书资料展中的一页

马克思《资本论》手稿，当时标

价250万欧元。

但事实上，我们通过查询有

关的资料可以发现，在第三届香

港国际古书展上，当时日本著名

的古旧书店——雄松堂书店曾

经推出过马克思笔记的手写原

稿，是其完成《资本论》前写下

的最后一页笔记，当时被一位

藏家以37万港元购入。而在随

后一年举行的第四届香港国际

古书展上，则推出了马克思生

前出版的唯一一本资本论，当

年只印刷了1000本。目录页的

左面，有马克思真迹，是极少数

拥有马克思亲笔签名的版本。

从海外市场的成交价中不

难看出，信息的不对称是信札

拍卖中最为主要的风险之一。

特别是在这两年中，海外名人

信札开始逐渐进入藏家的视

野，特别是像拿破仑、罗斯福、

艾森豪威尔、爱因斯坦等等，只

要你能够想得到，在国内的拍

卖市场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真

迹。由于一些国内藏家所具有

的猎奇心理，这些拍品在初登

国内拍场的时候，往往是表现

非常强劲，在2013年中国嘉德

的春拍中，法兰西第一帝国皇

帝拿破仑�波拿巴1806年给其
子尤金王子的亲笔信，估价6.5

万至10万元人民币，成交价达

到了304.75万元。而在海外的

拍卖市场上，特别是苏富比和

佳士得的拍卖会上，一般的拿

破仑信件到十多万美元已经算

是非常高的价格，如果达到几

十万美元，则算是天价了。但

是在国内的拍卖市场，竟然超

过了估价的30多倍，这无疑是

让人咋舌的。

相比国内，海外对于名人

信札的收藏更为系统，除了类

似雄松堂书店等知名的旧书店

之外，像巴黎书信手稿博物馆

等，不仅拥有大量珍贵的收藏，

而且经常也会在许多大型的手

稿拍卖会上出现。

与国内相似，海外信札拍卖

也有官司不断的情况。巴黎书

信与手稿博物馆保存的一批戴

高乐将军二战时期电文手稿就

被巴黎最高法院判决属国家所

有，要求上交政府，由国家档案

馆保存。这批信札一直由当时

担任戴高乐将军秘书的玛丽�泰
勒兹女士保存，玛丽�泰勒兹去
世后由其后人继续保存了70年

之久。2010年，巴黎书信与手稿

博物馆从一家公司购得这批手

稿。2012年，法国文化部就此向

法院提出诉讼，认为这批散落在

民间的戴高乐将军的遗稿所有

权应属于国家。对此，巴黎书信

与手稿博物馆不予认同。而巴黎

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无疑成为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例。（方翔）

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1806年给其子尤金王子亲笔信

1869年马克思亲笔手札一件

本报讯 “首届艺术品市场价值建

设奖”颁奖暨《收藏投资导刊》4周年庆

典活动7月27日在国家博物馆举办。该

活动得到了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全国工

商联古玩行业协会等大力支持。

艺术品市场价值建设奖是对中国艺

术品市场生态链条的一次全面梳理，有利

于国内外艺术市场以及收藏投资人群掌

握中国艺术品市场收藏投资脉络，增强对

中国艺术品收藏投资市场的认同。《收藏

投资导刊》杂志社社长杨江瀚表示，《收

藏投资导刊》将一如既往地“当好艺术机

构、经纪人、艺术家、收藏家等艺术品市场

生态链条的桥梁和纽带”。（记者 郝媛）

本报讯 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捷

中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华夏瑰宝展”，

近日在捷克布拉格城堡展出，这是中国

赴捷克的首次文物大展。

此次展品来自西安、南京、承德等多

地博物馆，共计90件组161单件，涵盖了

从史前文化到明清时期的漫长历史时

段，涉及日常生活、礼仪制度、宗教信仰

等多个领域。

“首届艺术品市场价值建设奖”颁奖活动
在国家博物馆举办

本报讯 近日，由厦门玉堂古今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主办的“富贵人家——让

艺术回家”国画展在厦门湖里万达C3栋

1402玉堂古今隆重开幕。本次展览是

玉堂古今首展，玉堂古今以“艺术带回

家”为经营目标，为贯穿此目标，特邀王

瀚阳、迦利、王馨墨书画之家做客玉堂古

今。据悉，本次展览得到了美珍香堂的

支持，香道表演与书画盛宴同在，现场可

供书画爱好者们品香论画。

王瀚阳，1964年生于辽宁省岫岩满

族自治县。多年来潜心钻研中国花鸟画，

擅长写意牡丹。瀚阳迦利为伉俪亦同是

画家，幸福的是其女儿馨墨受父母的艺

术熏陶，自小习画，绘画功底深厚，亦是

国画界的后起之秀。 （记者 马艳）

“富贵人家——让艺术回家”国画展
在厦门开幕

中国文物首次赴捷克办大展
涵盖史前至明清瑰宝

本报讯 中国官方日前公

布了一份国家艺术基金的管理

办法，希望借此提高这笔资金的

使用效率。国家艺术基金设

立于2013年12月，为公益性

基金，旨在为艺术的创作生

产、传播交流推广等提供重点

支持。其资金主要来自中央

财政拨款和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捐赠。

财政部最新发布的《国家

艺术基金财务管理办法》称，

艺术基金的管理和使用遵循

“统筹规划、突出重点、专家评

审、择优扶持、注重效益、公开

透明”的原则。

根据《办法》，艺术基金的

各项收入要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统一核算，统一管理；艺术基金

的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

制度有关规定实行，组织管理

支出严格执行国家统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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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易氏家族三

代十余人齐聚上海，将徐悲鸿

绘于1936年的珍贵画作《鸡羊

图》捐献给中华艺术宫作为永

久性收藏。

徐悲鸿笔下的奔马、骏马广

为人知，但他绘画的《鸡羊图》据

称是海内孤品。这幅画作虽然

已有70多年历史，曾有轻微虫

蛀痕迹，不过已经修复一新，画

面上一鸡、一羊在竹林石头间

相望相伴，怡然自得，整幅画作

透出轻快的情绪又饱含深情。

据介绍，徐悲鸿1936年从

南京移居桂林，与当地社会名流

广泛交往。而易家先人易敦吾

时任广西梧州省立医院院长，

是广西卫生界开山人物之一，

与徐悲鸿性情相投、结为好友。

易敦吾本人属羊，夫人陈

竹筠属鸡，徐悲鸿因此以“鸡羊

相伴”为题材为好友挥毫作

画。在一幅画作中，既有友情、

爱情，又以谐音巧妙寄托了中

国传统的“吉祥”祝福，可谓天

作之美、弥足珍贵。

历经时代风雨，《鸡羊图》

如今已经将近80岁。易敦吾

小女易蕙生介绍说，从小父亲

将这幅画交给她保管，奔波流

离时将这幅画藏在手提箱中随

身携带，“文革”时更是将这幅

画秘密藏匿，数十年如一日守

护这幅“传家宝”。但随着这一

代人年事已高，几位老人都到

了耄耋之年，大家不约而同想

到为这件珍贵的“传家宝”找到

最好的归宿。

易氏家族捐献徐悲鸿《鸡羊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