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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送秋荷满塘香》老岭石

随着艺术品市场水涨船

高，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资本

开始涌入，但其中不乏别有用

心者，仿品泛滥已经成为艺术

市场的一大毒瘤，比如张大

千、齐白石等名家作品的仿制

甚至已经形成产业链，这种趋

势已经蔓延到当代艺术名家，

甚至是畅销的“青年艺术

家”。那么，对于这种现象，艺

术家该如何维权呢？

近期遭遇这种苦恼的就有

自由艺术家贾宽。恰逢新水墨

市场的热潮，尤其在得到李津

的认可和指点之后，凭借着独

有的图示和绘画语言，已过不

惑之年的贾宽很快成为市场中

备受关注的“青年艺术家”。然

而，好景不长，随着市场的逐步

走高，令贾宽头疼的事情出现

了。不少人仿制贾宽的作品风

格，甚至公然做起了个展，在一

些电商平台上售卖，这一情形

让贾宽有些猝不及防。

对于市场的热捧，贾宽表

示并没有想到会这样，只是觉

得比起做古董生意，画画这件

事更符合自己的性格。但是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刚出道四

年多，就已经出现了一批仿制

者。

从客观角度来说，走法律

途径是很有效的解决途径。

为了开发衍生品，贾宽2014年

注册了品牌商标，不少作品也

都已经做了鉴定备案，能够提

供版权等相关证明。然而，维

权这件事做起来并不简单，繁

琐的证据收集以及法律流程，

往往让忙于创作的艺术家难

以分身。

贾宽表示，在他发布声明

之后，这家电商平台很快联系

到了他，承诺不再拍卖模仿贾

宽风格的类似作品。电商平

台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他们

只是搭建一个交易平台，不参

与具体的经营，平台也没有足

够的人手、精力为海量的拍品

鉴定真伪问题。

客观而言，这是不少电商

平台的弊病，平台搭建起来之

后，需要技术的更迭和人工维

护，因为这一行业还很难通过

自律来完善。一旦出现漏洞，

就会被别有用心者钻了空子。

种种因素之下，贾宽有些

想要放弃了。“借用可以，但不

能照抄吧。不过他们也只是

混口饭吃，虽然抄袭了我的作

品，但大家总归都是画画的。

如果他们停止抄袭，电商平台

也不再售卖这些作品，可以不

再追究。”

“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

贾宽的生存逻辑。就像他热衷

于慈善公益一样，比如艺术权

力榜慈善拍卖、嫣然慈善拍卖

夜等公益活动都有贾宽捐赠作

品的身影。他认为，作为艺术

家应该肩负社会责任，希望自

己的作品能够给需要帮助的人

们带来欢乐、带来希望。

关于艺术创作的维权取证

很繁琐，但对于艺术品制假、售

假，还是要勇于说不，要树立原

创艺术作品的版权意识。与此

同时，电商平台和监管部门应

该加强管理力度，明确或简化

维权流程，对侵权行为进行有

效惩处，才能真正推动艺术品

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徐磊）

仿品泛滥成艺术市场毒瘤 本报讯 近日，“彩墨

共舞——柳新生王云龙

书画联展”在江苏常州举

行。展览共展出画家柳

新生、书法家王云龙书画

精品力作60余件。作品

构图新颖，造型别致，色

彩丰富，题材独特，令观

众耳目一新。

此次展览由江苏省

常州市文广新局、常州市

武进区文广新局、常州市

武进区残联、安徽省文房

四宝协会、常州市收藏家

协会联合主办，常州市武

进区龙承博物馆、常州市

武进区博物馆承办。

著名画家柳新生，

1937年生于江苏武进。

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

术家协会水彩、粉画艺委

会委员。20世纪50年代

开始发表和展出作品，80

年代后期其作品多次参

加国内外水彩展览，部分

优秀作品被中国美术馆

收藏。

著名书法家王云龙，

1964年10月生于安徽省

南陵县。当代书法家、古

砚鉴藏家，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书法作品曾多

次入展中国书协、国家画

院、北京大学等重要艺术

机构举办的各类大展。

现任中国文房四宝发展

专项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收

藏家协会文房四宝收藏委员会

秘书长、安徽省文房四宝协会会

长。 （王海金）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

的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

成为百姓新的诉求。这其中，

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开始

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每逢节假日期

间，国内各大国有博物馆人满

为患的景象屡见报端。尽管

如此，有业内人士指出，相比

于五千年来沉厚的文化积淀，

国有大型博物馆所毕竟空间

有限，能够有机会展出的作品

除了少数精品之外，其他很多

文物艺术品只能躺在库房中

等待时机，而对于很多尚达不

到文物等级却有着浓郁地方

特色的民俗小众藏品，则更难

有机会博得一席之地。不过

近年来，国家正在加强对民办

博物馆的支持和帮扶，让一批

颇具特色和创新精神的民办

博物馆赢得发展良机。其中

一些民办博物馆开馆不久，便

吸引了众多民众前往观展，受

到广泛好评。

日前，河南郑州的民办博

物 馆 人 迎 来 了“ 重 大 利

好”——依据新出台的《郑州

市非国有博物馆扶持办法（试

行）》，他们将获得真金白银的

补助和奖励。这是继洛阳、开

封之后，该省又一城市出台政

策、拿出资金支持当地非国有

博物馆发展。据介绍，河南目

前有博物馆330家，其中非国

有博物馆119家，并且形成了

具有行业、区域特色的博物馆

体系。“非国有博物馆的不断

涌现，体现了公众对文物保护

与传承的文化自觉。”河南省

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康国义

说，在众多民间收藏家努力

下，大量藏在民间的文物、艺

术品走出“深闺”。康国义同

时表示“鼓励和支持非国有博

物馆将目光转向民俗、艺术相

关的主题，填补河南省博物馆

门类空白，让更多的群众接受

多样性、专题性、特色性文化

的熏陶。”

而在“孔孟之乡”的山东

省，民办博物馆同样呈现出百

花齐放发展之势。如近日山

东高密市夷安文化博物馆迎

来试开馆。据高密市博物馆

副馆长柳建明介绍：这家个人

馆是由文化部门提供一闲置

场所开办的，由收藏者唱“主

角”，免费对外开放，收到良好

效果，其展品皆植根于本土，与

当地历史变迁息息相关。

如有一批清末至民国时

期的照片，能够如实复原当地

的老城楼、老街区、老胡同、老

牌坊状貌。现在有的胡同名

字还在，但景观已不复存在，

结合照片上的旧迹看新发展，

真让人有隔世之感。据收藏

者说这些照片有的是从国外

拍回来的，当时高密一地驻有

英、美、德多个国家的传教士，

许多照片是他们拍摄的，他们

回国以后，把照片带回各自的

国家。柳建明表示：这些照片

当地档案馆多无存，可以说是

填补了这方面资料的空白。

展出的还有200种地方钱币，

有打着当地戳记的银锭、银元

宝，有标着高密字号的药房、

布衣店、粮油作坊、糕点铺等

所开钱庄发行的钱票，及印制

钱票的木版、铜版和各式印章

等。参观者面对面看了这些

以前曾在本地域流行过、今日

头一回见的实物，直呼开了眼

界。其他展品还有清代至民

国时期的土地契约、身份证、

门牌（图1）、寺庙登记证（图2）

等。有几本民国时期的证书

上面落有一个县长的名字，叫

“曹梦九”，传说此人习用鞋底

惩治不守规矩之人，得外号

“曹二鞋底”，根据此人编写的

故事在高密家喻户晓，广为流

传。有些参观者来展馆，看了

一遍不过瘾，会连着来看好几

遍。说这些展品不板着面孔，

有根系，与脚下生活的土地紧

密相连，看后让人倍感亲切。

据了解，现该馆正在上报审批

当中。

对此，有不少业内人士认

为，类似高密夷安文化博物馆

这种办馆模式很值得借鉴：一

方面解决了公立博物馆展品

不够丰富的问题，一方面又给

那些有志于收藏、而苦于无力

打造合适馆舍的个人收藏者

一个展示藏品的平台。借用

这个平台，把锁在私人“深闺”

中的藏品请出来，更好地服务

于大众，是尚佳举措。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满

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

粮。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

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时也

指出：要深入挖掘文物资源所

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治国智慧，拓展文

物资源利用途径，加大文物保

护单位开放力度，提升博物馆

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功能，支

持各方力量参与文物事业发

展，积极开发文物资源创意产

品，鼓励民间合法收藏文物，

促进文物市场活跃有序健康

发展，丰富文化供给，促进文

化消费，使文物保护利用成果

更多惠及人民群众。河南山

东两省的举措，无疑给出了良

好的范例。 （王国良）

民办博物馆百花齐放 赢发展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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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民国高密寺庙登记证图1民国门牌

本报讯 12月8日，“寿山石

艺——陈礼忠寿山石艺术传承

展”亮相国博，展出了福建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寿山石雕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陈礼忠及其弟子的

150余件寿山石艺术作品。

陈礼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寿山石艺术第三代的代

表性传人，其作品一方面继承传

统文人气质，另一方面又契合时

代精神。他创作的小山子清静

文雅，以写意手法入刀法，追求

山水画可居可游，隐幽出世的意

境。荷花系列和翎毛系列，均是

在传统圆雕技法的基础上与当

代雕塑语言相融合，形成了鲜明

的陈式风格。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18年

1月7日。此外，陈礼忠还将本

次展览中的30多件精品捐赠给

国家博物馆收藏。 （施雨岑）

150件寿山石雕
亮相国家博物馆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贾宽《一年四季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