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让

现有明清官造精品鎏金佛

像、明清官窑精品瓷器、明清精品

唐卡等藏品转让，由于需要资金

周转，特低于市场价割爱转让，所

有转让的藏品，均属市面上很难

得 到 的 精 品 ，有 意 者 请 与

18635880678李老师联系，选
择胜于努力，机会大于拼搏！

欢迎广大藏友刊登交流信息

100字以内收费100元；超过100字的，每字加收1元；标题每字2元；连
续刊登5次以上者，送1次，连续刊登10次以上者，送3次。图片每张收费
150元（9-12cm2）。
本栏目刊登个人藏品交流内容，凡有虚假、夸大、不实信息，一律不予刊登。
友情提醒：交易有风险 藏友须谨慎 邮编：361021
汇款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集源路27号《收藏快报》“交流信息”栏目

转让信息 收费标准

本人有历代书画：周舫、阎立本、赵佶、唐寅、仇英等多幅，均为明

代天籁阁收藏，并为清宫《石渠宝笈》注录，每幅画均配有原装黄花梨

木盒。同时展示：明清宫廷黄花梨龙纹家具十八套，及田黄石、明清

犀角、明代鎏金佛约百余件。欢迎前来观看。

地址：唐山市冀东古玩城二楼35号 电话：18331555666
联系人：孟先生 网址：www.THSSCG.com孟公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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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品市场呼唤新的投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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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生活水平日益
提高，许多文玩字画不再
像以前那样看起来高不
可攀，越来越多的人将目
光和资金投向收藏品用
于自己收藏和投资。但
收藏品市场的零门槛准
入，也给一些不法商贩以
可乘之机。

家住北京的刘先生
最近就碰到一件烦心
事。一年前他接到电话，
对方声称是投资公司，有
一些名人的字画想要低
价出售，询问刘先生是否
感兴趣。虽然对字画投
资很陌生，但刘先生早就
听说名人的字画不但具
有收藏价值，还具备投资
价值，没多想就花六十万
买了十幅所谓的名人字
画。但在最近想要出售
的时候才发现，这些根本

就不是名人字画，也不具
备投资价值，刘先生的投
资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与刘先生有着相同
遭遇的人不在少数。中
国企业网部门负责人秦
镭表示，“收藏品市场门
道很多，许多新入行的投
资者还没有具备识别能
力就贸然高额投资，极有
可能被不法商贩下套而
上当受骗。”

最常见的方式就是
虚构一个鉴定师，然后制
作假的鉴定证书，从而增
加投资人的信赖程度，最
终达成交易，而在收藏品
行业中身份造假绝不仅
仅于此。

秦镭认为，对于收藏
品，国家在法律法规上还
有待完善，而投资人在购
买藏品的时候也要擦亮

眼睛，不要盲目相信画家
所谓的头衔。在签订销
售合同时一定要看清楚
所列产品是否和所购产
品一致，合同条款是否有
不当之处，如果有不明白
或者有异议的时候一定
要及时指出，避免以后出
现问题缺乏证据。

随着互联网与收藏
品的融合，越来越多收藏
品投资平台随着市场火
爆孕育而生。这些平台
大多自己没有收藏品，而
是提供一个平台供大家
交易，更类似于中介，而
这种交易方式由于很多
时候买卖双方都无法见
面，相对投资风险更高。

一些经营收藏品金
融产品的企业也逐渐增
多。中艺财富文化艺术
品投资管理中心总裁沙

水兵表示，“虽然目前做
艺术品金融产品的企业

不少，但它们都是虚拟产
品，投资者拿到的是一个

数据证明手续，由于缺乏
实物，安全性与投资收益
无法得到保证。而如果
投资者的钱确确实实投
入到实际的作品上来，安
全性则会大幅提高。”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
研究院副院长刘伟认为，
在艺术领域，当务之急是
必须有一个新的艺术品
投资模式来引领艺术品
健康有序发展。

秦镭表示，随着收藏
品市场的持续发展，越来
越多的投资方式将会涌
现，但无论方式如何，投
资人都必须具备慧眼识
珠的能力，而且不要盲目
听信销售人员的推销，如
果是收藏品新入行的投
资人，不妨先将业务熟练
后再来投资不迟。

（毛小北）

纽约佳士得2015年春季亚
州艺术周“锦瑟年华——安思远
私人珍藏”系列拍卖会上，部分中
国高古瓷拍卖成交价,当天就传回
中国民间收藏界，凡是内行者见
了多是一片叹息声：价格太低了！

美国的安思远与日本的坂本
五郎都是世界艺术品拍卖界著名
的古董商，都以收藏中国古董闻
名。假设相似的中国古陶瓷器物
来源于坂本五郎，同时在2015年
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纽约苏富比
推出的“艺海观涛：坂本五郎珍藏
中国艺术、陶瓷”拍卖会上，来源
于坂本五郎的拍品估价、拍卖成
交价,差不多会高数倍以上。

由此可见，纽约苏富比、香港
苏富比连续几年推出坂本五郎的
拍卖专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而
纽约佳士得此次推出的安思远藏
中国古陶瓷拍卖专场,不仅匆忙，
而且有想匆匆完成安思远遗愿的
意味。

用中国人的思维语言来表
达：纽约佳士得对安思远这位老
主顾、老前辈是恭敬的，但以这样
低的价格拍掉安思远的中国古陶
瓷遗藏，是对安思远的不敬。

安思远的头衔很多，有“亚洲
艺术品头号猎手”之称，其在中国
明式家具权威王世襄收藏家具之
前，已收藏了大量中国明式家具，
又有“明朝之王”之称。其去世
后，网上媒体收藏人流行之说法，
是称其为“中国古董教父”。

关于其是商业性的“亚洲艺
术品头号猎手”、“明朝之王”，笔
者认同。但称其是文化性的“中
国古董教父”，笔者不敢苟同。其
一，从收藏品的地域文化属性来
看，安思远对于亚洲、欧洲的古董
都玩、都买卖，他并非对中国古董
情有独钟，怎么能称其是“中国古
董教父”呢？其二，去年8月3日
85岁膝下无妻儿的安思远去世，
他在美国的纽约第五大道960号

一套共有23个房间的巨大公寓
里，藏有数不尽的各国文物，陪伴
在他身边的只有助手伊藤和一条
狗，去世后被人匆匆拍掉自己收
藏几十年日夜相处的收藏品，而
且他生前并没有广收弟子，无私
地培养收藏事业的接班人、继承
人，这样一个自私自爱孤独的古
董商人怎么能够称其为“中国古
董教父”呢？其三，2015年纽约佳
士得安思远专场拍卖，中国高古
陶瓷拍卖成交价格相当低廉，其
没有收藏中国顶级的宋五大名窑
瓷器里的绝品，明清瓷器拍品也
难见顶级御窑器，中国书画重点
拍品仅是潘天寿的一幅《满堂清
芳》。虽然一件西汉时期的鎏金
铜熊摆件成交价为285.3万美元，
一套四张明代黄花梨圈椅968.5万
美元成交。虽然该场重要拍品专
场，57件拍品成交率100%，总成交
价为6110.75万美元，但缺乏中国
真正顶级的商周青铜器。虽然较
早的1993年其将四百件中国书画
藏品捐赠大都会博物馆，但多是
近现代的齐白石、石鲁等名作。
安思远本人不识中文，不可能收
藏到真正一流的中国古代、近现
化名家书画，故称其为“中国古董
教父”，是说不过去的。其四，虽
然较早的1995年11月安思远成为
中国荣誉公民，2003年以450万美
元的价格把《淳化阁帖》转让上海
博物馆。也就是说，生前安思远
在世界中国古董拍卖界呼风唤
雨，他自己说：“我可能不是世界
上最优秀的东方艺术品交易商，
但我肯定是最有钱的那一位。”其
实，生前安思远已把自己定性为
“中国古董大王”，其去世后，被人
称为“中国古董教父”，笔者没找
到此句评语的出处，但肯定是赞
誉过头了。

安思远生前是世界艺术品拍
卖界曾经最有钱、最肯花钱的古
董商之一，是东方文物、中国文物
的大推手，其是“亚洲艺术品的头
号猎手”，这才是最真实的评判。
而直接赞其为“中国古董教父”，
只能说是名不副实也！（梁志伟）

安思远非“中国古董教父” 艺术是极具价值
的，也应是具备价格
的。在艺术价值与商
业模式的磨合中，我们
看到在中国的艺术市
场的草创、规范和走向
成熟的步伐。这其中，
青州的画廊、青州的经
验和方法论功不可没。

前几日在连续阅
读几遍“青州艺术市场
独立调查”相关文章
后，我感触深刻。

纵观国内各大艺
术博览会，几乎参展画
廊、艺术机构都以当代
为主，少了很多国画。
何故？最早在中国艺
术市场淘金的是一群
喜好艺术和有着敏感
商业嗅觉的西方人士，
他们在北京、上海、香
港等国际化都市成立
了签约代理中国艺术
家的画廊，以当代油
画、雕塑等作品为主。艺
术博览会本身就是舶来
品，它需要与画廊、艺术机
构相配套。画廊、艺术机
构通过艺博会、策划展览、
宣传和拍卖使得一级市场
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得到长
足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
不清楚地看到推介当代艺
术的很多画廊容易成功，
而签约代理国画的画廊难
以操作，甚至难以为继。

我认为，中国书画的
人文聚合的现场互动性是
问题的核心所在。国画艺
术家可现场创作进行互
动，这决定了不像是西方
油画家可退出前台只需在
幕后安心创作即可。凡事
都有两面性，艺术家因为
面对了观众，所以也就直
接参与了市场;因为主观性
太强要价不客观以及市场
营销耗费的精力，所以，在
不利创作可怕后果之外，
还在艺术市场里影响了传
统国画更好地对接市场。

在中国艺术市场逐步

走入正轨的今天，在签
约代理国画画廊的操
作中，青州经验和方法
论将是介入艺术市场
的经营者、研究艺术市
场的专家和学者无法
绕开的参照物。

青州经验和方法
论告诉我们，要规范中
国书画艺术市场发展，
首先需要合理布局规
范艺术市场层级关系，
鼓励艺术家与画廊签
约代理，在画廊协会或
联盟的协调下建立联
动呼应的关系。在这
样的基础之上，中国艺
术市场的形成才会有
上下文的系统支持。

目前火热的中国
艺术品投资市场表面
火爆，但仍然缺乏持续
的后继动力，因为中国
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完
全形成，该阶层将会是

文化产业发展中最为重要
的链扣。一般而言，中产
阶层购买艺术品动机相对
单纯，他们通常以精神消
费品的角度来购买艺术
品，进而成为专业的买家
或买手。对于书画作品和
书画艺术品的价格定位，
书画家或者艺术家的主观
性太过强烈，并没有客观
标准的价格逻辑，青州的
经验是作品价格的最终形
成应该是由买家、卖家和
经纪人协商的结果，较为
准确地满足多方的诉求。

青州还有很多的方法
论值得探讨和借鉴，这之
于未来中国传统国画市场
的转型十分重要。尤其今
年，国家政策上的变化和
导向，中国艺术市场在阵
痛中将孕育新生。

中国艺术市场还不完
善，问题很多，但问题再多
也不如办法来得多。现在
我们需要的是平心静气、
一点一滴、求真务实地去
经营。 （张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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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石工刻寿山石龙钮印章，在中国嘉德2011秋拍会上以
3.45万元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