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光绪时期，御窑厂定烧花鸟盘一对，红

款“官窑内造”，口沿有冲。2.光绪时期，仿康

熙青花盘一只，釉色青翠明亮。3.西欧女神

像一尊，高25厘米，重970多克，铅锡合

铸，经手工修刻，壁薄腹空，灰黑中透出枣

皮红，端庄秀美，慈祥意善，脚踏蛇头要害

部位七寸处。另有宋代吉州窑黑釉金彩

木叶纹小杯、明代青花葵口盘、篆书款“大

清光绪年制”碗、刘清年刻款紫砂茶具

等。非诚勿扰。

四川省冕宁县泸沽镇109王仕绪
手机：13002801365

欢迎广大藏友 刊登交流信息

转让信息 收费标准

100字以内收费100元；超过100字的，
每字加收1元；标题每字2元；连续刊登5次
以上者，送1次，连续刊登10次以上者，送3
次。图片每张收费150元（9-12cm2）。
本栏目刊登个人藏品交流内容，凡有虚假、夸
大、不实信息，一律不予刊登。
友情提醒：交易有风险 藏友须谨慎
邮编：362700汇款地址：福建省石狮市学
府路1188号《收藏快报》“交流信息”栏目

元青花四开光鸾凤和鸣纹大罐（高39.6、口径

21.6、足径17、腹径34.6厘米）和明清官窑瓷器。如

有兴趣、有眼力、有实力、有远见、有胆识，又有意向

之人士请联系。曾生：18927330692

转让转让

商周三羊铜罍、西周有铭文铜罍、战

国兵戈、东晋越窑青釉鸡首壶、宋黑釉飞

龙玉壶春瓶，以及黑陨石、玉车马俑一套、

皇家有铭文花缸等，欢迎有实力收藏家及

前期不收费拍卖公司合作成交，前期收费

公司勿扰。

微信、电话：13857910913

转让

清代黄易刻红鸡血石方章

一枚，狮钮，具蜡样光泽，无杂

质，高约15厘米，重898克。

电话：13974339689潘先生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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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彰显正面力量

因为偷盗走私、战争掠夺
等人为因素，很多见证和代表
着一国历史文化过往、对原属
国有着重要意义的文物流失
海外。买卖非法流失文物的
行为受到广泛谴责，而多年
来，欧美国家返还抢掠文物这
一复杂问题，也一再引发人们
的关注。

2002年底，大英博物馆、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美国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等19家博物馆
在联合发表的《全球博物馆的
重要性和价值》宣言中，曾以
全球化为由公开反对将收藏
的古文物归还希腊、土耳其、
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原属
国，引发巨大争议。

但在去年11月，法国总
统马克龙在访问非洲时又明
确表示，推动非洲文物的返还
对法国而言是“重中之重”。

近日，几起流失文物“归
家”的故事，则再次让人们看
到了文物返还的可能途径和
正面力量。
墨西哥珍贵木雕终还乡
3月20日，一场特殊的仪

式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经过长
达十年的诉讼，德国当局将两
尊中美洲木雕半身像完璧归
赵。这两尊木雕是源自古代
奥尔梅克文明的罕见文物，历
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

左右。
上世纪80年代，木雕在

考古挖掘地点被盗，最终被哥
斯达黎加艺术品和工艺品经
销商莱奥那多�帕特尔森得到
并带至德国。2008年，德国
当局没收了包括两件木雕在
内的千余件艺术品，在法律诉
讼过程中，这两件珍贵木雕被
德国当局扣留并交由巴伐利
亚州考古收藏馆收藏至今。

墨西哥国家历史和人类
学研究所的玛利亚�比利亚雷
亚尔表示，这两件珍贵文物的
回归对墨西哥而言至关重要，
她所在的研究所从德国当局
开始这起诉讼之初就一直密
切关注，并尽全力推进文物重
返祖国的进程。她表示，奥尔
梅克文明是墨西哥最早的文
明之一，与这两件流失的木雕
拥有相同背景和特征的文物
只有13件，它们的回归对相
关研究的推进起到重要作用。

2010年，在针对文物回
归的法律程序开始之前，墨西
哥曾派出专家组前往慕尼黑
并对两件文物的真实性进行
鉴别。

经过长达7年多的繁复
过程，两件文物最终得以踏上
返乡之旅。据悉，这两尊半身
像将在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
物馆展出。

美国博物馆主动返还文物
4月5日，美国大都会艺

术博物馆对外公布了两项归
还文物的协议。其中一项是
返还印度女神杜尔加的神
像。据介绍，这尊神像曾被供
奉在北印度的中世纪首都拜
杰纳特的寺庙内，2005年被
捐赠给该博物馆。博物馆工
作人员从一本专业期刊的封
面中认出了它，并于2017年
与印度考古调查局取得联系，
推进该神像的返还工作。神
像预计将于今年夏天返回印
度德里。

另一项则是返还尼泊尔
一尊12世纪的石碑和一座10
世纪的站立佛像。根据博物
馆官方声明，石碑于1983年
被捐赠给博物馆，佛像则于
2015年被捐赠给博物馆，在
履行接收文物相关程序的过
程中，两件文物被发现均为被
盗窃物品，并已于1989年登
上了尼泊尔公布的盗窃文物
名单。博物馆在2017年联系
尼泊尔政府，主动提出归还文
物。之后，在尼泊尔驻纽约总
领事馆的协调之下，归还工作
有序推进，两件文物将于本月
返回加德满都。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近年
来向原属国归还过不少重要
文物，其中包括2006年归还
偷盗倒卖的6件意大利古代
文物、2010年归还埃及的19
件图坦卡蒙法老墓文物、2013
年归还柬埔寨的两件贡开石
头雕像等。近年来，美国很多
博物馆在没有法律裁决和补
偿协议的前提下，主动放弃馆
藏文物，送其归国。有分析指
出，归还文物似乎是要表明一
种立场——美国博物馆界反
对文物的非法挖掘，并希望与
艺术品富有国家加强联系。
英国以借展方式送回文物
近日，英国伦敦维多利亚

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发布消息
称，英国军队1868年在埃塞
俄比亚掠回的包括皇冠、圣

杯、皇室婚纱和珠宝等珍品在
内的一批珍贵文物，将以借展
的方式返回埃塞俄比亚。

这些文物是该博物馆正
在进行的“马克达拉1868”展
览的组成部分，该展览是为纪
念马克达拉战役150周年而
举办。博物馆馆长特里斯特
拉姆�亨特表示，如果埃塞俄
比亚有兴趣长期借展这个项
目的展品，博物馆将随时准备
协助。

1868年，英国将军罗伯
特�纳皮尔带领的英国军事探
险队发动了马克达拉战役，要
求埃塞俄比亚泰奥多皇帝二
世释放其掌握的英国人质。
英国军队摧毁堡垒后，大批宗
教文物遭到洗劫，这些文物现
在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维多
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等机
构，或流入私人收藏家手中。

埃塞俄比亚早在十多年
前就向英国政府提出归还文
物的要求，但遭到相关机构的
拒绝。根据埃塞俄比亚马克
达拉珍宝归还协会的统计，已
知流失海外的马克达拉珍宝
共有468件，只有10件得以重
返故土，其中约有80件文物
藏于大英博物馆之中。对此，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发言人称“借展是解决流失文
物最快以及最简单的方式”，
同时强调“埃塞俄比亚的文物
在大英博物馆的舞台得以与
数百万国际访客见面”。

以借展形式得到流失文
物对埃塞俄比亚来说虽不够
理想，但至少向前迈出了一
步。相关负责人表示，向公众
展示被抢掠的文物是积极的，
希望曝光可以给维多利亚和
阿尔伯特博物馆带来压力，帮
助埃塞俄比亚尽快要回文
物。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埃塞
俄比亚研究所所长伊丽莎白�
沃尔德乔治则更加直接和尖
锐：“他们拿走别人的财产，这
是犯罪行为，应该为此道歉。”

（宋佳烜）

入藏中国国家南海博物馆的海外文物（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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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有不少艺术机构
与艺术家发力打造艺术衍
生品，包括茶礼、手机壳、杯
垫、版画等，受到业界关
注。然而，对于艺术衍生品
“扎堆”出现，市场反应冷热
不一。

随着人均GDP不断提
升，人们的消费结构进入快
速转型期。在艺术品消费
市场中，已形成金字塔结
构，其中最顶端的是收藏、
投资，他们往往通过二级拍
卖市场，或直接从藏家、艺
术家圈子里购买。最底端
的大众艺术品消费市场，本
应是最庞大也最活跃的市
场，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
虽然我国已经达到大众消
费艺术品的经济实力，但实
际购买却不理想。

尽管人们的购买能力
不断攀升，大众消费逐渐向
“小众艺术”看齐，可艺术品
与大众市场似乎隔着一道
沟壑，难以逾越。这就出现
一种怪现象：艺术家为艺术
品找不到出路而苦恼，大众
又常常为市场上买不到精
美的艺术品而不满。

而艺术衍生品架起了
两者之间的桥梁。从创意
到产品到产业体系，都在逐
步成长过程中，很多美术馆也在强化
艺术教育，很多国内美术馆开始做一
些艺术衍生品，这都是一些非常积极
的信号。

艺术品消费的发展是一个过程，
它不仅仅需要消费的低端化，消费的
中高端化发展与提升也在所难免。
而艺术衍生品恰恰起到让艺术品从
“小众艺术”走入“大众生活”的传播
媒介作用，推动艺术消费的普及，有
助于培养真正喜欢艺术品的藏家，扩
大艺术家的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打
击赝品市场。

面对当前艺术衍生品市场接受
度冷热不一现状，当务之急，正如厦
门知名艺评人陈亚力所言，生产艺术
衍生品的公司应聚集更多人才，深入
发掘艺术、文化的内涵。除了开发更
加个性化、小批量、实用性和艺术性
相结合的新产品之外，还应打破单一
的产品模式，聚焦衍生品的整合与跨
界，让艺术衍生品真正成为大众“买
得起的艺术”。 （谢晓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