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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消费快速增
长，一直被认为是消费升
级的标志，在过去十多年
时间里，中国艺术品消费
市场的快速增长有力地
证明了这一观点。
在 2003—2016年 的
13年间，中国艺术品市场
的销售额增加 30倍。与
此同时，企业、机构收藏
者的增长也成为中国艺
术品市场的典型特征，目
前企业藏家购买力占整
个艺术品市场 60%以上，
艺术品拍卖买家70%以上
是企业家。
虽然企业已成为艺
术品消费与收藏绝对主
力，但这种消费只是大企
业才有的"特权"。造成这
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艺
术品市场体制的不完
善。无论是一级市场还
是二级市场，艺术品的成
交价格都非常高。虽然
近年来起源于欧美、以艺
术品租赁为主要业务的
“艺术银行”在国内也逐
渐兴起，但是按照行业惯
例，承租方承担艺术品售
价50%的押金同时还要缴
纳售价30%的租金。这就
使得“艺术银行”的规模
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成交
量一直不高。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小企
业在艺术品消费领域也是有旺盛需
求的。在消费升级的时代，消费者
对于消费场所的环境体验越来越看
重，很多企业也希望通过办公场所
陈列艺术品的方式，来彰显企业的
文化品位、提升办公效率。这些现
实需求呼唤新的艺术品租赁形式的
出现。
共享经济的出现，为普通企业
租用艺术品提供了可能。而作为
“共享艺术”行业代表的租租艺术很
好地解决了当前企业艺术品消费的
诸多难题。从产品的角度上说，传
统的艺术租赁企业出租的多为原
作，这些作品不仅价格高且定价标
准不统一。租租艺术选择了博物馆
级复刻品，将具有深厚艺术价值的
名家作品进行了高质量的呈现，同
时价格标准比较统一，便于企业进
行选择。
尽管目前许多艺术品消费者购
买艺术品的目的还是以保值、升值
为主，但站在企业用户的角度上，大
多数企业更关注的还是艺术品本身
的艺术价值与陈列效果。博物馆级
复刻的方案，让租租艺术可以不拘
泥于某一特定艺术派别，不受艺术
品投资价值影响，而专注于艺术品
质量。对于无投资、收藏需求的各
类企业和机构而言，高质量复刻作
品的装饰价值显然要比普通原作好
得多，更能彰显企业的文化品位。
以租租艺术为代表的新的艺术
品租赁方式的出现，更深层面的价
值还在于对普通大众带来的艺术美
育。当前，高质量艺术品的消费始
终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然而最近
央视《国家宝藏》等节目的热播，却
展示出当代中国人对于艺术和文化
的关注与向往。当越来越多企业选
择艺术品租赁的时候，普通大众接
触高端艺术品的渠道也会越来也
多，这将让更多人接受到艺术普及
教育，同时也将促进企业的成长和
艺术市场的繁荣。 （沈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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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产”强力驱动中国文化消费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2017年中国文化市场的繁
荣，答案或许应是“排队”。
从上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
百物展”到北京故宫《千里江
山图》特展，博物馆、剧场门
前排队渐成常态。近年来，
中国文化消费的市场不断扩
大，其背后的推动者是中国
新中产群体。
2017年，中国各城市不
少博物馆、剧场门前的队伍
变长了，“ 排队”愈发成为一
种常态。去年3月，“大英博
物馆百物展”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开展。中方策展人闫志
透露，从安检排队到进入展
厅，高峰期差不多需要 3个
小时。6月至 10月，该展转
移至上海博物馆，同样火爆。
去年7月的暑期天气炎
热、骄阳似火，但敦煌莫高窟
却迎来排队看展的人流。
9月至10月，《千里江山
图》全卷展出成了北京故宫
博物院最热闹的事。
11月，汇聚了齐白石、傅
抱石、李可染、徐悲鸿等20世
纪中国美术史上多名重要画
家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展
出，当时参观者排队长度一
度达几百米。有工作人员表
示，这样的情况在开展期间
一直存在，这场为期 9天的
展览“接待观众13万人”。
曾两次为《千里江山图》
去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展的郭
旗说，自己第一次去看纯粹
是出于“好奇”。“当时大家都

在说这幅画的‘传奇’故事， 年，《千里江山图》先后两次
王希孟年仅18岁便在宋徽宗 在武英殿展出。“除了不知情
的指导下完成这幅画，完成 ‘闯入’的游客走马观花、喧
后不久便英年早逝。说实 哗而过，特意来观展的人不
话，我不是书画爱好者，当时 多。明显的变化发生在两年
真是被这个‘传奇’吸引的。” 前。当时正值故宫博物院建
这样的场景在几年前还 院90周年，《清明上河图》等
颇为罕见。以《千里江山图》 藏品在“石渠宝笈特展”展
特 展 为 例 ，2009年 和 2013 出，“ 故宫跑”在那时应运而

生。到了2017年，排队在文
化领域已渐成常态。
“千里江山——历代青
绿山水画特展”特展策展人、
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王
中旭表示，自己对《千里江山
图》的火爆人气并不感到意
外。他认为，观众排队正是
“人们对高品质文化产品需
求的反映”。
“新中产”成文化消费主
力。当前，更多人选定的出
国旅游地，是出于对一部电
影或一首音乐的喜爱；自己
动手磨咖啡豆，是为了感受
制作时的参与度和满足感；
在奶茶店门前排起长队，不
再因为产品的稀缺而是对味
道的偏爱……“文化消费”除
了获取实利外，更倾向于满
足精神需求。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
道称，日本广告公司博报堂
旗下研究机构“上海博报堂
生活综研”20日发布了最新
的中国消费动向研究结果。
博报堂将年收入在人民币10
万至 20万元的家庭定义为
“新中产阶层”，分析称新中
产阶层催生了文化相关的新
消费。有八成新中产阶层表
示，与四五年前相比文化生
活更加丰富。
报告显示，比起以往消
费者追求“高效”“省力”“大
众”的整体倾向，当前更看重
通过看似“徒劳”“ 费力”和
“自我”来获取精神满足。
（本报综合）
庞薰琹《背篓》，中国美术馆藏

文物活起来 文脉传下去
央视《国家宝藏》燃爆屏 通过剧场形式演绎了文物的
幕。节目集演播室综艺、纪 “前世”，讲述了围绕文物所
录片、真人秀等多种艺术形 展开的轶事，还为文物寻找
态于一体，创新呈现九大博 到“今生”有关联的人，让国
物馆27件一级文物，点燃观 宝的今生守护人讲述他们与
众对“国家宝藏”的热情。 国宝的故事，让国宝活起来。
博物馆与电视综艺结
于是，我们看到了几代
合，庄重而不失活泼的表达， 守护故宫文物的梁家。从梁
独创“纪录式综艺”样态，都 家第一代故宫守护人辗转全
成为节目创新之处。《国家宝 国16年将石鼓护送到南京，
藏》文物类节目的兴起，满足 到抗战胜利后梁家第二代将
人们对文物从认识到深入了 石鼓毫发无损地运回北京，
解的需求，契合人们对传统 到如今第五代梁金生继续守
文化从粗浅到精致的追求， 护着石鼓和其他文物，清点
正成为一股新的热潮。值得 故宫文物。我们看到了著名
一提的是，《国家宝藏》不仅 建筑师梁思成的弟子、陕西

历史博物馆的总设计师张锦
秋，她缓缓地讲述着文物阙
楼仪仗图的故事，诉说着她
对文化遗产的情感。还有许
许多多考古工作者、文博志
愿者、普通老百姓，从幕后来
到了台前，讲述每一件文物
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领略
泱泱大国文化遗产的魅力。
《国家宝藏》不仅让我们
认识了解文物，感受中国传
统文化之美，也让我们认识
这些与国宝有关的人。若说
先人赋予文物历史价值，那
么这些文物的今生守护人则
赋予文物当代价值。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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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标题每字 2元；连续刊登 5次以上者，送1次，连续刊登

角度来说，他们成为文物另
一个“宝藏”。正是有他们数
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文物才
能历经数劫，再次呈现在世
人面前；正是有他们默默无
闻的守护，文物才能拭去历
史的蒙尘，焕发出全新光彩。
文物，不仅是博物馆里
的宝贝，也是一份活着的文
化遗产和精神宝藏。探索文
物易为现代观众接受的表
达，挖掘文物在新时代的价
值，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观
众，让更多人加入到文化遗
产保护中来，才是“让文物活
起来”的当下之意。 （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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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蔡锷讨袁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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