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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是一场与心仪藏品的美丽
“邂逅”
如果说，每一件藏品都是
穿越时空的产物的话，那么，今
天它能够被我们的藏家碰逢而
收藏，就是一种美丽邂逅、不期
而遇。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藏
品不会说话，藏家与之相遇，将
其揽入囊中，通常只是基于增
值的考虑，此言可谓差矣。暂
且不说，一件藏品与其收藏者
“遇见”本身就是一种缘分，单
是附着于藏品的历史讯息、工
艺格调、文化意蕴、审美情味
等，就足以让那些倾心于文化
收藏的藏家欣喜若狂。
对一个真正的藏家而言，
“遇见”一件心仪的藏品，恰恰
是藏品所具有的还原真相和
“开口说话”的特性，令其爱怜
有加、欢呼雀跃。不错，一件大
开门的藏品，从藏家与之“遇
见”的那一刻起，他们之间就有
了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的“对
话”。著名鉴赏家杨仁恺生前
曾说，当年从多件疑似《清明上
河图》中鉴定张择端的《清明上
河图》为真品时，就是因为他打
开画图，尽管只是很小一部分，
他立马就觉得有一种“似曾相
识”的“遇见”感——从他的挥
之不去的情感记忆里，从《清明
上河图》构图细节的信息眼神
中，从双方的相互吸引交流上，
他深信不疑。事后，也证明杨
仁恺的鉴定是准确可信的。
当一件藏品展示在参观者

面前时，也未尝不是一种“遇 们的除了它知道的，也还有它
见”。就如上述《清明上河图》， 本身不知道的诸多背景信息。
对于广大观众而言，是中外画
一个藏家一旦“遇见”自己
坛的极品，它除了具有画家细 一见钟情的藏品，只要拥有“跳
致的笔触，优美和有深意的构 一跳，摘到桃”的经济实力，相
图等艺术的审美意义外，我们 信他一定会千方百计予以收
还须看到绘画者张择端“如社 藏。大收藏家张伯驹一生收藏
会学家般的对社会和人文的深 和向国家捐献了那么多的珍贵
入解剖，工程师般的对建筑、车 文物，其时为了防止这些文物
船的精准和确实表达”。正是 流到海外，最后他与夫人潘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明上河 一起竟然变卖家当和首饰去购
图》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它也 回即将流失的珍贵文物。其对
是一部历史，是人类文明史上 这些珍贵文物的敬畏和钟爱，
重要的一卷。或者说，是中国 从中可见一斑。
本源意义上的“遇见”，并
城市发展史中重要的一卷。
众所周知，中国城市的出 非双方单纯的相遇相见，而是
现，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800年 指有着“心有灵犀一点通”而
的龙山时代。而中国文明史和 “非你莫若，非你不嫁（娶）”的
城市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化首 相互倾慕。就此而论，有人即
先出现于北宋。这样的“遇 便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但假若
见”，《清明上河图》所要告诉我 没有收藏眼光，也是很难“遇

应该如何欣赏那些天价艺术品

《清明上河图》（局部）

见”让人怦然心动的藏品的，或
者说，一些原本应当入你法眼、
为你拥趸的藏品，也就成了你漠
不关心的匆匆过客。想起1955
年，黄宾虹夫人遵照黄宾虹遗
嘱，当年将他的数千件画作、手
稿以及藏品予以捐献时，竟然
没有单位愿意接收。最后，在一
位领导的过问下，博物馆才勉强
收下。对于包括博物馆在内的
一些文化单位来讲，其时竟然不
愿意接收黄宾虹的画，除了是
眼光的问题外，还能是什么？
能否“遇见”心仪的藏品，
不仅取决于眼光，有时也还取
决于人的觉悟。前不久，北京
故宫博物院在京举办追思会，
追思缅怀何刚这位默默无闻为
中国文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
无私捐献者。须知道，这在北
京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还是

第一次。原来，32年前，一位农
民何刚将从自家院里挖出的19
件珍贵文物，悉数捐给北京故
宫博物院。或许，初与19件珍
贵文物意外“遇见”，何刚对其
的身份还并不是最了解，但他
心里一定明白这些文物属于国
家，自己一定要尽快上交国
家。正是从这种保护国家文物
的朴素情感出发，他承受着家
庭经济的极度困难，更是拒绝
了文物贩子高价收购的诱惑，
立即赴北京上交文物。支撑何
刚的捐赠行为，就是他对于地
下文物保护的高度自觉。或者
说，他当年的捐赠，就是为了让
更多的人能够跟这些被发现的
地下文物“遇见”。于是乎，32
年后，当闻悉这位河南省周口
市商水县固墙镇固墙村的54岁
农民何刚，因在石（石家庄）济
（济南）客运专线工程工地打
工，一台龙门吊在拆除过程中
发生倾覆而令其不幸遇难后，
北京故宫博物院不仅为他开了
追思会，而且再次向其家属提
供10万元的困难补助。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做法，
在体现对何刚尊重的同时，其
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更多的
何刚们因“遇见”而捐赠的积极
性——说到底，故宫博物院本
身不仅仅是为了保存文明而存
在，也有责任向全社会示范何
为人文情怀。
（思齐）

从事任何一项收藏活动，都要将鉴定
放在首位，以求藏真。书画作品的真伪鉴 书
是古玩艺术品鉴定中，相对较难的一个
每个人的生命都注定了要和一 论、美学常识、作者生平的自己都
所以，我们应该扔掉完全不必 定，
门类。看起来，
书画鉴定只有一个目标追 画
些艺术作品和艺术品相遇，这些艺术 不好意思站在画前面。
要的内心负担，去除装腔作势，真 求——确定是谁的作品？但要真正操作起
的结晶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无论
实际上，普通人看艺术品更 诚地、自然地去感受艺术作品那种
远不是那么简单。其内容涉及之广、学 鉴
这些艺术品值多少钱？是不是拍卖 多的是一种审美过程而非学术研 直击心灵的东西。你喜欢或者不 来，
识要求之深、
阅历经验之丰、内心感悟之
出了天价？对普通大众来说，天价引 究，在艺术品面前，感官的感受和 喜欢，觉得美或者丑，感受到喜悦 切，都远甚于其它门类。概括所有的鉴定
定
起的轰动效果也许只是起到了将高 情绪是最重要的，普通的欣赏者 震撼或者厌恶反胃，这些都是自由 方法，无非“鉴真”和“鉴伪”。
端艺术品迅速拉近到大众面前的作 达到怡情悦性的程度即可，其次 的，这些都是你可以表达的。艺术
所谓“鉴真”，是通过原作所呈现的信
用。
才到理论和思想的认识与深入。 从来不是让你去懂，而是让你去感 息，寻求正面的、
肯定的因素，从而提供判 中
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会有个 因此，看展最重要的不是能不能 知！
定为真迹的依据；
而“鉴伪”，则是寻求反面
误区，就是总觉得一定要看“懂”才 看懂，而是能不能激发出感受，能
每个人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 的、否定的因素，从而提供判定为赝品的依
行。所以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多想看 不能与作品产生一种神交。无感 是受到其自身的知识，对于事物的 据。而且是，“鉴真”十条未必够用，“鉴伪” 的
﹃
的人不敢去看，总觉得不懂艺术史 受、无交流才是最可怕的。
认知、理解，个人经历等等许多因 一条足以判明。
每个人的天性当中都有一种 素影响的，人和人之间的种种差异
在一般藏品的鉴定中，“ 鉴真”和“鉴 鉴
欢迎广大藏友
灵性，它往往通过一个人的感受 导致其艺术欣赏感受的千差万别。 伪”应该是交替使用的鉴定方法。至于一
力而表现出来。当人们在感受艺
因此，人们欣赏艺术的第二个 些相对简单的物件，也可以单一使用。比 真
刊登交流信息
术作品的时候，
这种灵性可以判
误区可能是：
以为贵的艺术品就一
以材质为主的宝石、木器等藏品，上手
转让信息 收费标准
别一个事物是否富有感染力，是 定是最美的。艺术品的价格形成 如，
就可以
“鉴真”，只要确定是翡翠、田黄，或 ﹄
100字以内收费 100元；超过 100 否能生动地显现艺术的美。而人 有很多原因，有的是因为艺术品的 者紫檀、
至于做工、样式、包浆等其 与
字的，每字加收 1元；标题每字 2元； 们在欣赏艺术作品和艺术品的时 独创性和作者的美术史地位，也可 他因素，黄花梨，
即便稍有瑕疵，
也不会对鉴定结果
连续刊登 5次以上者，送1次，连续刊 候，这种感受力是尤为重要的。 能因为其与某知名人物收藏或相 产生太大的影响。而书画鉴定之难，
就在 ﹃
登 10次以上者，送23次。图片每张 如果你没有太多的艺术领域的知 关联，也许是因为某些机缘巧合被 于必须两种思路交替并用，才有可能确认
识积累，那么你不妨绕开复杂的 市场所认知，也许是因为作品的极
收费150元（9-12cm）。
鉴
本栏目刊登个人藏品交流内容，凡有 创作背景，直接从最小白也是最 度稀缺性。因为，人们对于艺术的 真迹。而决定一件作品鉴定的难易程度，
关键在于人文含量的多寡，
这才是核心问
虚假、夸大、不实信息，一律不予刊登。 直接的方式开始做起——感觉。 感受和理解因人而异，因此，天价 题。所以说，书画鉴定因为人文含量最高， 伪
友情提醒：交易有风险 藏友须谨慎 跟着感觉走，通过肉眼观察和心 艺术品未必都能被人们所钟爱。
尤其是古代书画。
至于对于作品艺术水准的评 而成为难题，
邮编：362700汇款地址：福建省石狮 灵感觉来判断这件艺术作品或艺
从事鉴定，
常以“鉴伪”手法在先，包括 ﹄
市学府路1188号《收藏快报》“交流信 术品能不能带给你灵魂的震撼与 价，可以这样去理解：同样一幅画， 建筑、器物、服饰、
是否符合时代特征，以及
感动，来判断这件作品的风格是 放在人来人往的马路上，不作任何 印章、款识、称谓、纸质等，
息”栏目
纪年等，
是否符合标准样式。一
否鲜明，其中蕴藉的情绪或情感 解释，没有人会停下来好好看一 旦有假，便是硬伤，即可判定为假。然而，
即使通篇
是否能够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看，或许很多人认为就是很平庸的 未见作伪的痕迹、假冒的瑕疵，也不能贸然判定为
转让宋柴窑碗
作品；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凡尔赛突 真。因而，仅凭“鉴伪”是不够的。这就需要通过笔
我私人珍藏一件传世宋柴窑冰 来判断这件作品是否能在你脑海
和心灵当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
也许人们都会说 墨功力、造型特点、布局取势，以及风格传承、气韵
裂纹镶边碗。高 6、口径 16厘米。 象。这些通过感觉来完成的判断 出地展览一个月，
那幅画太棒了！拍卖出天价的艺
底款“柴”阳文楷书，有三个支钉，是 就是你对一件艺术作品或艺术品 术作品常常就有这样的暗示意 境界等方面，寻求其足具特色的个人信息、把握其
美学追求的个性取向，从而获得作品与作者的一致
研究宋柴窑珍贵实物。保真。
最为简单却最为有效的欣赏方
义。画作本身艺术水准只是因素
电话：13471298819
式。
之一。
（季涛） 性判定，这才是“鉴真”手法的真正含义。 （王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