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阳”背“一两”三孔布

3声音
2017年12月27日 星期三

电子信箱：sckb@vip.163.com网址：www.dfsc.com.cn
编辑部：0595-88727096
广告发行征订热线：0595-88727095 13696908939

近年来，各种高端钱币不
断走俏拍卖市场。如在2010年
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一枚
战国赵铸大型“武阳”背“一两”
三孔布以352.8万元人民币高
价成交；在2016年北京诚轩秋
季拍卖会上，一枚由著名收藏
家刘改造旧藏的“浙江省造楷
书体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
元”样币受到众多买家竞投后，
最终以632.5万元的天价成交，
并一举创下中国近代机制银币
拍卖价格最高纪录。

确实，赏玩高端品是钱币
收藏的最高境界，不少资深钱
币藏家无不以拥有各种钱币珍
品而感到自豪，但是，真正的珍
币相当稀少，市面上常见的各
种高端钱币大部分是赝品。如
何才能买到真正的钱币珍品？
笔者根据这些年收藏的心得和
体会，总结出购买珍品的十字
箴言：谨慎再谨慎，机会不错
过。意思就是说，当你的钱币
收藏达到一定的层次并遇到高
端钱币品种的时候，仍不可盲

目冲动，要保持谨慎心态，若实
在喜欢，还是要反复提醒自己，
再谨慎一些。当盘桓数日，推
敲已久，又请懂行的朋友仔细
看过，认为的确没有问题，这时
候你就不能错失这个机会。
“谨慎再谨慎，机会不错

过”包含了三方面的概念。首
先是“真”。“真”字最重要，这是
收藏的基础。“真”的眼力来源
于多看博物馆珍品，多走钱币
市场，多看钱币参考书，还一定
要专门拜老师请教，这都需要
下功夫。其次是“精”。所谓高
端钱币，一定要精，因为精品代
表了一个时期最高的工艺技术
水平，且存世量又非常稀少，如
古钱中的“一刀平五千”、近代
机制银币中的“袁大头”签字
版、第一套人民币中的壹万元
“牧马图”等。最后是“美”。美
就是品相好，品相不好的东西
在过去就没有什么价值，放到
今天同样价值不高。

收藏钱币是没有什么捷径
可走的，唯一的近路就是敢买，

只有用真金白银购买钱币佳
品，收藏水平才会有所提高。
当然，出手的前提一定是要买
真品，如果没有太大的把握，则

不可贸然出手。看到好东西一
定要敢买，实战才能真正检验
你的鉴赏能力。当然，即使买
了赝品也不要气馁，这也是难
得的学习机会。不敢买东西而

一味地看，只能是纸上谈兵。
目前有些钱币专家之所以时常
“走眼”，就是因为他们很少买
珍币，缺乏实战经验。

收藏界曾有这么一句话：
不怕买贵，就怕买错。高端钱
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只要
东西好，哪怕价格稍贵也值得，
因为其保值升值功能非常可
观。如果集币爱好者能真正做
到这一点，那么，你的收藏事业
就会取得很好成绩。笔者有一
位朋友在2005年曾以1000元
买了一枚品相很好的“江南省
造光绪元宝”龙洋（俗称“老江
南”），当年买下时所有朋友都
觉得很贵，但他认为这样的好
品相很难觅得，情愿多出几个
钱。果然，之后“老江南”龙洋
价格涨得很快，尤其是品相好
的更是罕见。前不久，有人愿
意出1.3万元买这枚龙洋，可他
仍不愿割爱。因此，在钱币收
藏过程中，只要认准是精美的
东西，就应该果断出手，只有这
样，才不会留下什么遗憾。

（彭浦）

高端钱币收藏 实战不可或缺

除了形制、款识这些明
显的元素，书画中的很多细
节都可以帮助藏家鉴别真
伪。在一些有建筑物的画
中，建筑的形制也体现了书
画创作的时代。比如城门，
宋朝的城门一般是方形的，
而明代的城门是拱形的。张
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城门
就是方形的。再看房顶的
“鸱尾”，一般宋朝建筑的鸱
尾是朝内的，到了清朝的时
候，鸱尾是朝外的。宋徽宗
的《瑞鹤图》里鸱尾都是朝内
的。而清朝袁江的《梁园飞
雪图》，屋顶上的鸱尾是朝外
的。除了建筑以外，科举、服
饰、民俗、时尚、政治、军事、
重大历史事件、避讳等，这些
相关因素都是在书画鉴定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

避讳也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清朝。清朝康熙年
间，因为康熙的名字叫玄烨，
当时很多的画家、很多的书
法家的名字里面出现“玄”字
的时候就必须要避开这个
字。比如说，当时有一个画
家叫王鉴，字玄照。后来到
了康熙年间的时候，他就改
名叫王元照，如果在康熙年间他
所作的画里面还写“玄”字的话，
那这一幅画基本上可以判定是
假的。因为当时的避讳非常严
格，如果没有按照这个避讳来改
字或者改一个笔画，最轻的处罚
是被罢官、有牢狱之灾，最重的
处罚可能会被诛灭九族、凌迟处
死等，后果非常的严重。所以在
康熙年间，很多画家都要特别注
意到，尽量起名的时候不要有
“玄”或者“烨”字。所以，在康熙
年间的很多画家里面，如果你发
现哪一个画家署款，或者题字和
题诗里面出现一个“玄”字或者
“烨”字，这个作品都极有可能
是假的。

书画鉴定中，尤其是鉴定

某一个人的作品的时候，有
很多前人总结的经验，可以
帮助初学者少走弯路。比如
明代宫廷画家林良，他的署
款的个性被很多收藏家总结
出来。“林”字是由两个“木”
组成的，他写这个字的时候
左边的“木”要比右边的“木”
粗、矮，而且“林”字和“良”字
不连在一起，如果看到署款
是两个“木”字是一样长短
的，或者“林”和“良”是连在
一起的，这个作品一定是存
疑的。

书画鉴定还有一些非主
流因素。所谓的“非主流因
素”，就是说在书画本身以外
的东西，包括材料、印章、题
跋、著录和故事。前几年在
拍卖行出现过这样的一个现
象，当时某一个拍卖行卖一
件傅抱石的作品，傅抱石的
作品里面放了一本画册，这
本画册是上世纪50年代出
版的，表示出这幅画是经过
50年代的画册所著录过的。
而且这本画册是经傅抱石本
人亲自编辑的，这就说明这
个画册本身是可信的。既然
这个画册是可信的，那旁边

展出的作品也是可信的。当时
有一个收藏家毫不犹豫地把它
买下来。过了若干年以后他把
这个作品拿到拍卖行卖。拍卖
行就不愿意接受这件作品，认
为是假的。收藏家画册拿去，
拍卖行的人看到画册后感到很
惊讶。经过和图书馆的画册对
比，才发现这个画册里面的某
一页被掉包了。

至于收藏故事就更不能轻
易相信了，鉴定书画的时候，故
事是属于非主流因素，是不值得
相信的。只有在确定这些画是
真实的前提下，这些故事可以增
加这些画的文化附加值。如果
这个画的前提是假的，其他的故
事都是不值得参考的。（梁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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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美在新时代”特
展刚在中国美术馆结束，“从明
四家到当代吴门”大展在12月
初又一次引发了观展热潮。在
业界人士看来，除宣传效应外，
大师展从形式到内容、主题都
能为其赢得热度。专家指出，
大师的作品是一种稀缺的资
源。“平时看到的机会就不多，集
中展示更是难能可贵。加上展
期短，观众都不愿错失良机。”中
国美术馆在作品的选择上也呈
现了贴合大众的特点。参观过
“美在新时代”的贺伟国指出：
“展览中有齐白石画的虾和鸡，
徐悲鸿的马，吴作人的熊猫、牦
牛，都是家喻户晓，贴近生活之
作。傅抱石有一幅《待细把江
山图画》展出，体现了最具特色
的“抱石皴”。李可染的写生作
品较多，在当下提倡写生的语
境中，具有促进和示范作用。”

南开大学艺术学院博士陈
丙利表示，受热捧的大师展除
了在策展方面贴合大众，还能

兼顾专业的视角：“现在画家个
展的数量很多，基本都只是对
于个人创作面貌的呈现。但是
热度较高的大师展，很多都是
跨越不同时期的、多种艺术形
式的综合展示。最大的亮点或
许在于展览侧重对文脉进行梳
理。”前不久又一度引发“故宫
跑”的《千里江山图》大展，是对
历史上青绿山水的整体呈现。
近日火热的“从明四家到当代
吴门”展则追溯到600年前的
明中叶，系统回顾了近600年
苏州美术发展史。“即便是普通
民众，也可以通过展览获得一
段知识的普及。艺术圈的专家
学者、学生，都能从中找到自己
想要的东西。”陈丙利表示。

业界专家普遍认为，靠作
品说话的大师展当下的火热，
一定程度反映了大众文化素养
的提升，以及市场趋于理性。
艺术家王榆生指出：“十年前书
画市场浮躁，中国画表现长期
处于无学术无创作的时代。现

在对传统大师的关注是一种对
艺术本身的回归。”

然而，大师展的受热捧现
象也需要辩证看待。在专家看
来，现在书画界正处于转型期，
大众的审美素养在逐渐提高，
但还比较薄弱，存在盲目跟风
的现象。同时，有许多看过热
门大展的观众都感受到，由于
展厅人数过多，观展体验欠佳
极大影响了人们的欣赏，很多
人都是在紧迫压挤的环境里走
完一圈，草草了事。如何应对
大师展引发的艺术热，让观众
有尊严地看展，也是馆方需要
解决的问题。

在大展的热度背后，文博
单位基于馆藏经典作品策展，
让传统在当下“活化”的现实意
义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
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曾指出其
中的目的所在：策划这些大师
展，也是为了今天的艺术家再
攀新高峰，找到更好的参照物
和坐标点。 （隋永刚 胡晓）

稀缺造就热度 艺术大师展被追捧

（上接1版）1956年9月，中国
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隆重召开，标志着新中

国成立以来对生产资料私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社会

主义建设上来。这是新中国

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也为稍后的当年“十一”活动

增添了更为热烈的欢庆氛围。

秦宣夫在油画《国庆游

行》的构图布局中，摄取了南

京城市中心——新街口广场

北侧的一个欢庆场面：平坦宽

阔的中山路上，参加游行的

工、农、兵队伍由近及远一望

无尽，此刻正在朝气蓬勃地从

北向南、依序通过新街口广

场。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彩

旗飘扬，锣鼓喧天。衣着鲜艳

整洁的人们，手持花朵载歌载

舞，心中漾起阵阵兴奋。“庆祝

国庆”“社会主义胜利万岁”

“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

会议”等字样的红幅标语，在

画面中醒目可见。大道两侧

的电线杆整齐地排立着，法国

梧桐树郁郁葱葱，迎街的建筑

物也披上了节日盛装。观看

游行的人们井然有序地处于

马路两旁，人群中不时地爆发

出欢呼声和鼓掌声，一浪接着

一浪，飘向远方，游行队伍从

远处迷蒙的天光中逐渐变大、

变得清晰起来，接连不断地涌

向新街口广场……街上还有

穿制服的人民警察执勤，敬业

的新闻记者正在聚精会神地

抢拍群众游行翩翩起舞的镜

头。这幅油画将当时人们社

会生活中的一个侧影艺术地

定格了下来。

作为一位富有艺术个性

和创造精神的学者型画家，秦

宣夫在《国庆游行》的创作中，

以暖色调为主、注意冷暖之间

的和谐对比，通过和煦的阳光

普照大地等情境描绘，进一步

营造国庆佳节的喜悦气氛，同

时焕发出个人的艺术魅力。

该图像叙事用笔遒劲洒

脱，色彩鲜丽明快，个性活泼

奔放，始终充溢着昂扬向上的

欢乐激情和热烈氛围，具有强

烈浓郁的时代气息，令人心潮

澎湃。从中窥视秦宣夫这一

时期绘画创作特点，既比较注

重画面的整体效果和气氛渲

染，也不过分囿于物象造型的

细节刻画束缚。如今人们再

透过该画面，仍然可以感受到

当时群众游行的盛大国庆氛

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