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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网商都会面对诚信问题。
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一个包包，尚且
如此，更不用说具有几百年几千年历
史的古玩了。

古玩是一个相当特殊的门类，中
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包含在里面，上
千年的作伪技术也包含其中。一件
古玩如果不上手，光凭互联网上几张
图片，你敢买吗？

大部分上了年纪的古玩爱好者，
估计都不太懂上网。他们还是更愿
意去古玩店或者地摊市场逛逛，看到
真实存在的物件，拿到手上掂量掂
量，再拿放大镜或者手电筒全方位仔
细看看，这才放心掏钱买走。

线下交易，至今仍然是古玩这个
传统门类最主流的交易方式。但线下
交易也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弊端。比如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地摊上买东
西，所以全国的古玩店几乎都快做不
下去了。地摊市场往往是古玩城大门
口的空地上，大门口热热闹闹，里面
则门可罗雀，没人进去，更没人愿意
上楼。为什么呢？地摊上便宜啊！

地摊上便宜，但假货更多，买完了
回去请人仔细一看，假的！想赶紧回
去退，没门。要么人都找不到，要么人
家不理你。古玩行的规矩，此处不打
假，钱货两清后买卖双方就没关系了，
你再来找我，我完全可以不认识你。

渐渐地，人们忽然发现网上交易
至少有一点好处：可以退货！买家可
以放一万个心，七天包退。如果卖家
坚持不退呢？客服介入，一评理，百分之百支
持买家的要求。如果卖家还是坚持不退呢？
给你差评，给你不良信用记录，甚至搞得你网
店关门大吉。

为了一笔生意搞得网店关门？我相信所
有网商都不会这么傻，一定会乖乖退货。

其他人我不知道，我只能很负责任地讲
讲我自己。宝贝送到买家手上后，不论买家
是否认为这件东西是假货，哪怕买家觉得仅
仅只是“不喜欢”而已，我都会无条件退货。
在“十亿人民网上摆地摊”（马未都语）的

时代，买家不再是弱势群体，相反，他们变成
了强势。

互联网时代的古玩交易，也许比线下交
易更复杂更诡异，但也提供了更多可能和选
择。 （据《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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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北京故宫严控当代作品入宫
随着人们对博物馆行业关

注度的不断升温，很多博物馆、
美术馆在藏品数量上、场馆规模
上都有所增加。然而，一家博物
馆、美术馆向高水平发展，其藏
品不仅仅需要量的积累，更需要
质的提高。严把藏品“质量门”，
是一种保证，更是一种坚守。

一座古刹名寺的方丈，是
我多年的挚友。俗世间男女老
少、五行八作遇到疑难事、堵心
事、伤感事，总要找他破解，求
得平安，获取慰藉。可他们哪
里知道，其实方丈也有方丈的
苦恼。其中一大苦恼，就是近
些年不少书法家主动要求给这
座寺庙题字、题匾，有些竟携带
书法不请自来，以致寺庙中无
处张挂。更令方丈烦心的是，
有的书法家在艺品、人品方面
在社会上本来就多有争议，他
们往寺庙里送字送匾，那些争
议也就随之卷入佛门清净之
地。我给方丈出了个主意，对
那些主动要求题字、题匾的书
法家有个明示：庙里原则上不
张挂在世书法家的作品。

我注意到，北京故宫博物
院院长单霁翔2012年曾向媒体
记者表示，北京故宫在接受现
当代作品捐赠方面极为严格。
2003年至2012年上半年，北京
故宫博物院共计接受个人和单
位捐赠当代艺术品 172件
（套）。具体而言，在书画作品
方面，只接受了李可染、李苦
禅、卢光照、吴冠中、刘国松（台
湾）、范曾、饶宗颐（香港）、张
仃、黄苗子和郁风夫妇、袁运甫
12位当代艺术大师捐赠的55件
代表性作品。在工艺美术品方
面，也只接受了16位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捐赠的17件紫砂、寿
山石雕等作品。

北京故宫博物院作为世界
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也是中
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
馆，它对当代艺术品的收藏态
度，颇值得研究、玩味。中国历
史悠久，文化遗产多，名胜古迹
多，文物保护单位多，博物馆也
不少，它们普遍存在如何对待
当代艺术品入藏，以及所藏当
代艺术品与古代艺术精品的比

例问题。故宫博物院在此问题
上的态度，自然甚为重要。

故宫博物院有较为完整的
藏品收藏体系，25类藏品几乎
包含了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所有
门类，藏品上自新石器时代，下
至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基本
完整地展现了各类文物从萌
生、发展到辉煌的文化链。故
宫博物院的藏品征集工作，以
建立完整的藏品体系为原则，
以陈列、研究的实际需要为出
发点，致力于征集原清宫遗散
在外的文物和中国原始社会至
1911年的各艺术门类中的文物
精品。故宫对于现当代具有特
殊艺术价值的各类作品也注意
征集，不断补充、完善藏品体
系，但一直从严掌握。据单霁
翔院长说，如果当代艺术家要
把自己的作品捐赠给北京故宫
博物院，他们持比较慎重的态
度。北京故宫定了三条规定，
第一，一定是艺术大家；第二，
艺术家捐赠的一定是他的代表
作；第三，无论艺术家名气多
大，不得捐赠十件以上作品。

北京故宫的三条规定，对
当代艺术品的作者、质量和数
量都有明确的限制。尽管前两
条在具体操作上可能会产生不
同的看法，但故宫看似生冷实
则严谨的态度，是一种对历史、
对观众，也对故宫本身负责任
的态度。正如单霁翔所说：“我
们希望600年以后，故宫博物院
的藏品仍然是个倒金字塔，仍
然是各个时期最好的艺术品。”

我们看到，一些有几百年、
上千年历史的名胜古迹，本来已
有历代名人很出色、很得体的题
字、题词、题匾、题联，却一定要换
成或掺入当代名人的墨迹。这
些当代名人，其中很多是在位为
官的“书法家”的“作品”。这样的
题字，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一种不
规范的政治工具。在某些下级
官员看来，上级领导题了字，不
仅为自己所在地方或单位，更为
自己提供了“政治正确”的保
证。这种肯定，对于下级官员来
说至关重要，其作用往往被无限
放大。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其中要求除中央统一安排外，领
导同志个人不题词、题字。这项
规定贯彻落实下来，各地的名胜
古迹、亭台楼阁会减少一些带有
权力因素的当代“艺术风景”。

还有一些书法家，主要功夫
在书外，把名胜古迹当成给自己
做广告的最佳平台。他们以为
在卖字的时候，只要提一句某某
亭台楼阁挂的匾就是他题的，便
能讨个高价。但他们题的匾，写
得实在不堪入目，难以卒读，不
仅未能给人文景观增色添彩，反
而有碍观瞻，甚至留下了很多笑
话，破坏了名胜古迹的深邃、厚
重、和谐与安宁。

敬畏经典，是践行文化自
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题中
之义。北京故宫严控当代作品
“入宫”，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坚
守。这样的坚守，在不乏浮躁虚
华、急功近利的当下，难能可
贵。多一些这样的坚守，我们才
能保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
同时，不降低文化的品质和品
位。 （据新华网）

艺术品市场高涨时总
有人喜欢呼吁挖掘小名
头，我认为，欣赏、收藏是
可以的，若指望价值发现，
除非形成共识，因为市价
是众人追捧的结果。

孙龙父在扬州书画界
是无人不知的人物。其
1917年生于泰州，名珑，30
岁后始用龙父为字，40年
代定居扬州，其弱冠即以
书画金石崭露头角，抗战
期间，在镇扬泰等地鬻金
石书画为生，一时名噪。

1949年后执教于扬州中
学，继任扬州师范学院中
文系古典文学副教授。扬
州评话《武松》、《宋江》文
本，他是三个整理者之一。

孙龙父文学、书法、治
印、绘画等诸方面均有所
成。绘画擅长花卉、人物，
间作山水，以画梅最著
名。龙父最大的成就或在
治印，1949年后与罗叔子、
桑榆并称江苏“印坛三
宿”，好用朱砂直接在所作
书画上画印，堪称一绝。

据说，启功80年代初来扬
州，好事者请其题“扬州博
物馆”，当启功得知原为孙
龙父所题，便断然拒绝，说：
“这个人的书法我不如也。”
海内外都有盛赞龙父的书
法成就，称他为继吴让之以
后扬州本籍的又一书法大
家。在江苏他与林散之、高
二适、费新我被尊为“书坛
四老”。据扬州友谊商店
的人说，70年代末，苏州文
物店找他们用费新我的书
法调剂孙龙父，他们不同

意，因为孙龙父在南洋比
费新我卖得贵，卖得好。

我说的这些在艺术品
市场繁荣的今天似有些恍
若隔世，江苏书坛四老，到
了本世纪逐步被“金陵四
老”替代，林散之、高二适
的作品炙手可热，市价大
概每平尺5—10万，费新我
约1万多，孙龙父在扬州能
卖3—4千1平尺。我们收
藏，自己真心喜欢是一回
事，喜欢的书画值钱与否
是另一回事，切忌以个人
认识逆市场规律。还有人
喜欢以不同时代的书画家
比优劣，实际上每个时代
相当于不同届别的竞技，
成绩互不相干。

艺术品市场高涨时总
有人喜欢呼吁挖掘小名
头，我认为，欣赏、收藏是
可以的，若指望价值发现，
除非形成共识，因为市价
是众人追捧的结果。

（孔祥东）

挖掘小名头需要众人追捧

每逢毕业季，都是艺
术家“收获”的季节，又一
波怀揣梦想的艺术生力军
涌入。总会有人矫情说刚
毕业还算不上艺术家，可
该纠结的不是这早已用滥
的称谓，而是其艺术水准
如何、谁在操纵市场价格。

对于走向市场，大部
分毕业生是茫然的，他们
画了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
画，可能除了赞美和高分
数，几乎没见着什么实质
性的回报。也正因如此，
这一时期的诱惑是小成本
且颇具杀伤力的，也成为
艺术资本和机构蜂拥而至

的动力，他们游走于各大
艺术院校的毕业展，选择
中意的潜力型艺术家。

然而，一些艺术机构
或艺术家扶持基金的运作
能力远没有名头听上去那
么专业，采取的往往是人
海战术。究竟是骡子是
马，一切交给市场定夺。
对于艺术家而言，这样的
合作风险不言而喻。如果
艺术家无人问津，很快就
会转投他处。

相较以前，艺术家的
成名之路显然是容易得
多。青年艺术家群体中也
不乏佼佼者，但作品价格

的上涨速度更加让你目瞪
口呆。曾经关注到一位
“80后”艺术家，五年前价
位基本维持在10万元左
右，近年来价格迅速飙升
过百万元。从艺术水平而
论，充其量是中等偏上，且
艺术格调仍有待提升。

据了解，这些签约艺
术家背后都有所谓的机构
在运营，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打一套组合拳，也就是展
览、宣传、研讨会“镀金”，最
重要的是通过拍卖行作
价。在市场的推动下，刚
毕业不久的艺术家作品价
格迅速上扬，从中可以看

到资本的巨大能量。
从行业角度来说，真正

拥有定价权的不是艺术家，
不是机构，而是艺术家的创
作水准。画廊本应是艺术
家的长线运作者，但在目前
的市场条件下，画廊与艺术
家之间的诚信机制不够健
全，合作环节并不顺畅，艺
术家甚至会绕开画廊，选
择直接交易或送拍。另
外，二级市场挤占了画廊
的市场份额，甚至承担起
了原本属于画廊的价值发
现功能。画廊话语权旁
落，使得青年艺术家的未
来更加迷茫。 （徐磊）

谁在给青年艺术家定价

孙龙父草书唐诗三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