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 吴伟忠

连环画作为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汉

朝的画像石，北魏的敦煌壁画

等。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

广泛使用，连环画的形式由画

像石、壁画向写本、图书转移，

连环画逐渐成型。不过到了漫

画书、动画片大行其道的今天，

连环画仿佛离人们生活越来越

远。不仅在博物馆中难觅其

踪，甚至在各地书店里也很难

见到连环画的一席之地。连环

画真的会被时代淘汰吗？

事实证明，广大连藏爱好

者几十年来的努力和坚守，使

连环画这一星星之火始终没有

熄灭。而今借助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之东风，连环画这一传

统文化形式，又迎来了春天。

近期，一度沉寂的连环画

重新热闹起来，各地连迷自发

办起民间连藏报刊、评书推介

等，不少地方还先后举行过连

环画交流拍卖会。如11月15

日至19日举办的第三届“连艺

之乡�招宝山”全国连环画交流
会在浙江宁波举行，一本本精

致的连环画呈现在人们眼前，

著名连环画名家陈云华、钱贵

荪、邵家声、桑麟康应邀参会；

11月20日至26日，2017上海

秋季连环画、海派书画交流会

又在上海黄浦区田子坊艺术中

心举行，连坛名家韩伍、范生

福、杨秋宝、桑麟康、陈云华、钱

贵荪、瞿谷寒等受邀前来，为广

大连藏爱好者珍藏的连环画签

名留念，还就连环画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进行了交流和互动，

与广大“连迷”们重温了当年火

红的“连环画时代”。

民间收藏群体的热闹场

景，不仅稳步助推了连环画作

品的市场价格提升，还吸引了

不少青年群体的关注，为延续

和传承连环画这一优秀传统文

化积蓄了力量。今天，党的十

九大又重申了传统文化的重要

性。可以想见，传统文化艺术

还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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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9月20日，昊美术馆（上海

馆）开馆。11月2日，北京松美

术馆举办开馆展。11月18日，

上海宝龙美术馆开馆。11月26

日，上海苏宁艺术馆开馆。这

几家收藏馆无一例外都属于中

国收藏界赫赫有名的个人或企

业。尤其在新一轮的中国私人

美术馆开馆热潮中，一批原先

只是在拍卖领域受到关注的藏

家，纷纷通过私人美术馆来向

公众展现自己的收藏品位。

加强学术性及辨识度
昊美术馆（上海馆）正式亮

相前已筹备长达五年。从早期

的画廊到昊美术馆（温州馆）的

启幕，再到万和昊美酒店的开

业和昊美术馆（上海馆）的亮

相，一路走来，昊美术馆的主人

——温州企业家郑好表示，他

希望美术馆能成为人们生活方

式中重要的一部分。

事实上，藏家要转换角色

成为美术馆创始人，中间的过

程并不简单。最大的转变就是

要把自己的审美情趣转换成公

众的。

近年来，华谊传媒董事长

王中军在海内外拍场频频高调

出手，松美术馆的建立，终于可

以让公众对其藏品有所了解。

即使已经被誉为北京“颜值最

高的美术馆”，松美术馆首展

“从凡�高到中国当代艺术”，还

是聘请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

迪安担任学术主持，青年策展人

常天鹄担纲策划，展出王中军20

多年来的经典藏品以及他个人

的部分画作。在范迪安看来，王

中军站在中国和西方现代艺术

发展的路径上形成了自己的收

藏序列，是一个学术亮点。

学术性成为这一批私人美

术馆的发展重点。上海宝龙美

术馆学术定位的核心则是探寻

东方艺术文脉。开馆展特别邀

请了上海艺术机构的资深人士

吴从容为策展人，提出“寻脉造

山”的开馆展主题，为现代以来

东方美学在当下时代的发展现

状，与未来的趋势和可能性，进

行系统性的梳理，另辟一条与当

今西方主流完全不同的途径。

事实上，就在前两年，业内

还在批评，国内不少私人美术

馆都缺乏学术性，甚至缺失个

性。展览没有辨识度，展厅中

的艺术品大同小异，难以吸引

观众。因而，现在越来越多的

私人美术馆在正式开馆之前，

往往会梳理出与自己藏品相符

合的学术内涵，对于自己的定

位有清晰的认识。

私人美术馆2.0版更注重体验
现在主流的策展方式是让

观众慢慢体会展览。因此，不

少艺术家的作品也越来越注重

视觉效果和心理感受，比如曾经

在龙美术馆举行大型回顾展的

詹姆斯�特瑞尔。这位艺术家
本身就是一位运用视觉效果的

高手，大型回顾展上，刻意打造

空间布局的独特组合，让观众在

仔细品味作品前先进入一个特

殊的展览情境之中，有意识地去

调动他们的情感和心理，由此完

成一次难忘的深度审美体验，这

无疑是许多人至今对于特瑞尔

回顾展记忆犹新的原因之一。

从目前全球美术馆以及博

物馆的发展来看，除了硬件以

及馆藏的比拼之外，布展水平

的高低，越来越成为其专业水

准以及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

事实上，近年来私人美术馆以

及博物馆建设的力度不可谓不

强，但是能够让人们记得住的

展览却不多。除去展品本身的

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布

展水准。因而王中军表示自己

对于松美术馆的硬件超级讲

究，“不敢说它最具规模，但我

敢说它最具匠心”。

投入大，面临一定发展瓶颈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

就有了第一波中国私人美术馆

的浪潮。公开资料显示，亚洲

71%的私人美术馆建于2000年

以后，中国的私人美术馆在近

几年才得到较为迅速的增长。

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这些

近年来建成的私人美术馆，因

其兼具开放性和公益性，藏品、

展览、管理更全球化，开始成为

业内关注的焦点，私人美术馆

也因此成为了整个美术馆体系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据Larry‘slist和雅昌艺术

市场监测中心（AMMA）共同推

出的首份《全球私人美术馆报

告》，截至2016年初，全球共有

317间私人美术馆，其中中国共

有26间，位居第四位。该报告

中也可以发现中国当代私人美

术馆在现阶段的发展态势，以及

经营现状所凸显出的特色。总

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展览数量多，员工数量多，运用

投入大，场馆面积大，缺乏稳定

的资金来源及盈利机会，缺乏专

业的人才以及政策支持。

虽然新一轮的私人美术馆

开馆潮已经出现，但是要真正

展现出符合其投入规模的影响

力，依然任重道远。 （方翔）

本报讯 由文化部、福建省

人民政府主办，福建省文化厅、

泉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三

届海丝国际艺术节”将于12月

10日拉开帷幕。

据了解，本届海丝国际艺

术节包括“中国——中东欧文

化季泉州分场活动”“海上丝绸

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第

五届中国泉州国际木偶节”“海

上丝绸之路艺术发展论坛”“第

五届中国海丝书画小品大赛作

品展”“海上丝绸之路货币与贸

易展（泉州）”等活动，可谓丰富

多样、异彩纷呈。其中，“海上

丝绸之路货币与贸易展（泉

州）”将于12月11—31日在泉

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伊斯兰文

化陈列馆四楼举办。这次活动

由中国钱币博物馆、福建省钱

币学会、泉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今天的泉州，海丝遗迹随

处可见，其中就包含了大量与

海丝贸易相关的中外货币，它

们的存在表明：由古及今，海上

丝绸之路既是一条贸易之路，

也是一条货币之路。

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发

现一艘沉没了700多年的南宋

末年海船，船上载有香料药物、

铜铁钱等十四类文物，反映了

当时海上丝路的货币与贸易情

况，其中唐、宋铜钱504枚，年

代最晚的“咸淳元宝”有2枚铸

于咸淳年间（1265-1274），是判

断海船沉没的上限年代的佐

证。船上还携带有2000多个货

贝，为东南亚一些部落作为货

币所使用的海贝，其在《诸蕃

志》《岛夷志略》《瀛涯胜览》分

别记载为“齿贝”“（贝八）子”

“海（贝八）”。《星槎胜览》记载：

“（暹罗）海囗〈贝八〉代钱通行

于市，每一万个准中统钞二十

四贯”，反映当时我国货币在域

外流通的情况。上世纪末以

来，在中国东南海域发现的许

多沉船中，也发现了大量中国

古钱币。

据介绍，上世纪70年代以

来，泉州多次出土西班牙、荷兰

银币，揭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自明中后期以来，至清末鸦片

战争前，一条连接中国东南沿

海—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

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航线，在中

国输出茶叶、瓷器，销往世界各

地的同时，也向中国输入大量

的白银，使中国东南沿海出现

了银两、铜钱和银元并行流通、

三足鼎立的局面，甚至改变了

整个中国的货币制度。

本次展览将展出与海丝贸

易有关的历代中外古钱币、金

银币、机制币等货币数百枚，以

此反映货币在海丝贸易中举足

轻重的地位，揭示古代泉州在

海丝贸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

用。 （记者 尼松义）

“第三届海丝国际艺术节”12月10日开幕
“海上丝绸之路货币与贸易展”12月11日—31日在泉州海交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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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掀新一轮私人美术馆开馆热潮

某平台“一纸墨”账号于11月

19日发布文章，展示了15幅书法

作品，落款均为“班禅额尔德尼”，

并加盖藏文、汉藏文等多枚印章。

次日，班禅本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

表声明，称“文中字画，纯属假造”，

并劝广大书友“不要去购买”。班

禅还表示，在淘宝上输入“班禅额

尔德尼书法”，“全是卖我假字的，

几十家店铺都在卖”。

据了解，十一世班禅书法所涉

及内容非常广泛，尤其喜欢写唐诗

宋词、佛教教义等有关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内容。

据悉，十一世班禅也曾多次为

一些公益活动义捐或将其作品赠

与宗教界人士，但从未以任何名义

贩卖过字画，网上各平台书法纯属

盗用“班禅额尔德尼”之名，均为假

冒。 （宋家丽）

十一世班禅朋友圈发声明：
市面出售其字画纯属假冒

假冒十一世班禅之名书法作品

藏友交流会上琳琅满目的连环画藏品

北京保利2013秋拍中，上海宝龙美术馆以1.288亿元拍得的黄胄《欢腾的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