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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话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更深
沉、能持久的力量。5000年的
文明史，近2000年有据可查的
绘画史，应该赋予我们对中国
艺术品更多的自信，文化自信
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到
具体事物的认识上，只有文化
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

近期，面对西方艺术品高
价位的成交，再看国内高价位
成交的艺术品可以发现社会上
有着两种态度，一种是无故的
横加指责，怀疑一切；另一种是
无知的沾沾自喜，认为中国艺
术品市场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
世界第一，持一种病态的自大
狂，这两个极端其实都是文化
不自信的体现。

持第一种态度的人对中国
艺术品，比如书画作品从古代
到近现代到当代一律持怀疑态
度，好像中国画就不该值那么
多钱，凡是高价位成交的作品
就一定有问题。这些人对高价
位成交的书画作品有一种否定
的偏执，古代书画必定认为有
真伪问题，如苏轼《功甫帖》等，

近现代书画必有买家是否付款
问题，当代书画必是炒作等，总
之不相信中国书画的艺术魅
力，不承认书画市场高价位作
品成交的现实性，对于书画拍
卖市场过亿元作品的成交总有
片面的指责。近几年来，拍卖
市场包括古代、近现代和当代
一共有近80件书画作品突破亿
元大关，这当然是好事，中国一
批书画名家的作品可以也应该
达到这样的市场价位。齐白
石、徐悲鸿、张大千、黄宾虹、傅
抱石、李可染、潘天寿同任何一
位西方艺术大师相比都毫不逊
色。他们许多过亿元的作品乍
看好像并不低，其实同欧洲许
多大艺术家比起来，其市场差
距仍是十分明显的。

以刚刚在世界艺术品市场
引起轰动的达�芬奇《救世主》
为例，如果以中国画计价的观
念，这不过是一幅近似4尺三开
大约3平尺左右的作品，但每平
尺的价值竟高达1.5亿美元，折
合人民币9.8亿元。再看2017
年嘉德春拍成交的黄宾虹的
《黄山汤口》，这是黄宾虹晚年
的绝笔巨制，以3.45亿元人民

币成交，此幅作品171×96厘
米，大约15平尺，每平尺价值
2300万元。由此可见中国近现
代名家大师顶级作品顶级价位
同西方艺术家相比差距是显而
易见的。

而对另一些自认为中国艺
术品价位已经是世界第一的人
可以唐寅为例，他与达�芬奇几
乎生活在同时代，其作品《仿李
唐山水》（172×89厘米）是其29
岁时所作，这幅作品与达�芬奇
的《救世主》创作于同一时期，
成交价为1.725亿元人民币。
还有近代海上名家任伯年，他
与梵高也差不多生活在同时
代，其作品《华祝三多图》
（212.5×106.5厘米）是任伯年
已知的单件最大尺幅、最具代
表性风格的作品，被称为“任伯
年之王”。这幅作品与梵高的
《田野里犁地的农夫》创作时期
也相近，成交价为1.667亿元人
民币。当然油画不以尺幅计
价，但倘若以中国画以尺计价
的观念来衡量，唐寅的画作尺
幅是达�芬奇作品的5倍，而任
伯年画的尺幅则是梵高作品的
几十倍。看到这些就可以明

白，我们还缺乏自高自傲的资
本。

无论是怀疑派还是自大派
都不可取，对中国艺术品及其
市场既不可妄自菲薄，也不可

自恋自狂，要客观公正地看待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当然
这个市场在发展中还存在着不
少弊端而饱受诟病，但更多人
希望这个市场在不断的调整中
成熟，更健康地发展。

20年来中国书画的价位在
不断攀登新高峰，但同世界一
批顶尖艺术家的市场相比，差
距仍是明显的，以统计学角度
看，从绝对值统计，中国书画难
有过亿美元的成交，从相对值
分析，盈尺之画之幅就更没有
这种纪录了。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
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体现
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也
包括对中国书画及其市场的态
度，建立书画正确的价值观才
能够精准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
值含量。中国艺术品市场要走
的路还很长，但总有一天中国
艺术家的作品价值会超越达�
芬奇、莫奈、梵高、莫迪利安尼、
波洛克、达利、毕加索、安迪�沃
霍尔等等这些在世界艺术品市
场如日中天的天之骄子。当
然，任重而道远。 （齐建秋）

任伯年《华祝三多图》

具体来看，现在的古玩
艺术品市场呈现如下趋势：
首先，高端古玩艺术品已经
在回暖的道路上了。古代
书画、近现代书画、古籍善
本、碑帖、佛像、瓷器近两年
都有了不错的表现；表现不
太好的仍旧在调整的主要
是在当代书画、当代艺术上
面，由于当代的东西数量
多，受众面广，因此影响面
很大。其原因在于投资者
和收藏者更加看重藏品的
历史价值和稀缺性。

由于藏家对于真品的
进一步渴求，人们开始更加
愿意到品牌拍卖行、画廊和
艺博会去买东西，这些年古
玩店、地摊的生意越来越难
做，从这一角度上看，似乎
是江河日下、哀鸿遍野。实
际上，这表明了市场在逐渐
成熟中不断在洗牌。

文玩市场由于炒作过
头近两年下滑显著。由于
其投资性不足，主要适合艺
术消费和装饰，因此，未来
投资人群会逐渐退出这一
市场。在目前的市场状况
下，是等待还是出手？这要
因人而异。

作为艺术收藏者和消
费者，喜欢就可以出手，无
论市场如何总可以买到心
头所好。

对于投资为主的行家，
应该顺应市场的发展趋势，去买那
些具有多重价值，具备稀缺性，真
品依据充足，处于价值洼地的古玩
艺术品。也许目前的市场状况正
是出手的好时机。

对于古玩艺术品的初学者，则
应该抓紧时间学习研究，选好指导
老师，确定好自己的收藏投资方
向，多去博物馆和品牌拍卖场观摩
学习，先求深度再拓广度，逐渐使自
己具备鉴定评估的能力。 （季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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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在成都举行
的一场珠宝展上，有参展方
称，展示出的一块“陨石”就是
“云南香格里拉陨石”。对此，
也有相关专家表示，该展品并
非陨石，它可能是炉渣或者火
山熔岩。

作为天外飞来的石头，陨
石有着很高的科研价值，也颇
受收藏爱好者的追捧。但是，
一块石头，到底是不是陨石，
尤其是到底是不是新近发生
的、许多人们看到并非常关心
的影响很大的“火流星”坠落
后的陨石，却理当认真研判而
不宜随便下定论。判断的依
据，当然是迄今为止人类关于
陨石的科学知识，而不能只是
凭并无专业知识的某些人们
的感觉和猜想。譬如成都珠
宝展上露面的“云南香格里拉

陨石”，持有人说得斩钉截铁，
无可存疑，其收藏价格据说已
高达“20万元一克”的天价。
看照片上的这件“宝物”，其貌
不扬，重量恐怕应在千克以

上，那么售价就是若干亿元
了，如何不令人咋舌。

然而专家却对此大表质
疑，称此“宝”可能是炉渣或者
火山熔岩。若如此，其价值可

就大打折扣甚至一钱不值
了。作为一个公开展览推出
的一件正式展品，标注为“陨
石”，更是万众瞩目的一次“火
流星”落下的陨石，如何能不
经有关专家特别是地质学家、
天文学家的鉴定，就由不那么
专业的人士随便认定了呢？
假如因为知识的缺陷而误判，
而违背了科学精神，已属非常
不应该了；倘是出于某种商业
目的而误导大众，其居心就更
值得怀疑了。有道是：

陨石炉渣不尽同，鱼目混
珠怎走红？科普教育挺重要，
莫为敛财乱吹风。

做什么事都得坚持实事
求是，切忌为了私利而不负责
任地乱说一气。而科普宣传
就更不能离开科学精神了。

（吴之如）

陨石炉渣不尽同

今年是国画大师吴昌硕
逝世90周年，齐白石逝世60
周年。全国各地围绕两位艺
术名家的纪念展览不在少
数。吴昌硕与齐白石，被并称
为“南吴北齐”。他们何以凭
借独具辨识度的艺术语言领
时代风骚，成为中国近现代画
坛的两座高山？

金石是吴昌硕生命里的
关键词。几十年的篆刻生涯，
这门艺术的美学风格已经渗
透进入了他的艺术基因。有
故事说，吴昌硕50岁才开始
学画。他到任伯年家去拜访，
任伯年让他先写两笔看看。
吴昌硕在纸上画了几根石鼓
文的线条，任伯年惊了，“将来
你的成就一定会超过我”。这

个传说看起来挺符合文人画
的思路：书法好了，画自然好。

而超越吴昌硕，齐白石靠
的是“烟火气”。这“烟火气”，
是选题的家常，用色的大胆，
更是结合写实和写意的独到
心思。开始的时候，着意学吴
昌硕，学他的构图、用色、书法
和篆刻入画的方法，但根本的
路子却不一样。吴昌硕拯救
文人画，靠的是金石味，用真
古董压倒假古董。而齐白石
的路子，则是靠烟火气，用人
世间的真实生活取代文人画
的假装生活。

吴昌硕与齐白石这两位
艺术大师都以花卉见长，但其
实他们笔下的山水、人物也都
别有味道。吴昌硕的人物有

金石味。他的人物画衣纹线
条直接取自书法，中年用篆书
之笔，古拙凝重，晚年在篆书
里又加了草书，粗犷苍劲。相
较于其他仙佛人物，吴昌硕对
观音菩萨的情感格外深，观音
菩萨也是他人物画里刻画最
用心的。这大概和吴昌硕早
年逃荒乞讨的经历有关，也可
能与他晚年念观音菩萨名号
化解病痛的体验有关。

齐白石的人物则更加有
烟火气。比起传统文人画里
“面瘫”的高士，齐白石笔下的
老头，不管是老寿星，还是苏
东坡，都尽显萌态，能让你无
端端看得笑起来。

在山水方面，吴昌硕喜欢
复杂，一块石头都要画出阴阳

远近许多层次，就像一座大
山。齐白石却崇尚简单，一片
青山也不过寥寥几笔，就像一
块石头。

说到底，吴昌硕是内省，
靠坚守古意的金石味，成就了
文人画最后的高峰；而齐白石
是外求，用热爱生活的烟火气，
为新文人画探索了更多可能。

双峰并立，如果非要比
较高下，人们可以说——吴昌
硕的画面结构更复杂，细部的
处理更丰富，作品背后所蕴藉
的内容也更厚重，但这一切都
是基于传统文人画的评价体
系而言；倘若在新的话语里，
则是齐白石的作品更加鲜活，
更加通俗，也更有现代性。

（文会）

吴昌硕与齐白石何以成为近现代画坛两座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