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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拍卖行业不良形象需转变
各项数据指标已经证明中

国艺术品市场在全球的目前地
位，以及这一地位是稳定而持续
的。而就2017年的具体数据而
言，中国艺术品拍卖业也处于一
个适度偏好的阶段，并表明中
国艺术拍卖业已经从规模发展
逐渐转向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从全球艺术品市场来看艺
术品拍卖额的市场占比一般在
20%左右，虽然在2008年金融
危机之后由于全球艺术品拍卖
业率先复苏，并成为拉动近十
年来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但
是就算是在全球拍卖中心的美
国，艺术品拍卖额的市场占比
最高也是28%，也就是说画廊、
博览会、私人洽购等市场交易
额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于
是在国内所谓的“市场倒挂”的
说法就不绝于耳了，我想指出
的是目前中国拍卖交易额仍然
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一事实，
以及所谓的“市场倒挂”的理论
依据只是来源于西方艺术市场
的现实。

需要指出的还有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的“海外回流”，已
经从偶然现象变成了当下艺术
拍卖全行业的整体参与。“海外
回流”是中国艺术品拍卖整个
行业的重大文化贡献，但它不
仅仅只是在文物保护、文化传
承等层面上的机制创新，更是

中国文化企业参与全球化的进
程，是针对世界性的文化贸易、
文化影响与生成新的价格体系
的实质性推动。也可以这么
说，“海外回流”是中国拍卖企
业国际化的第一步。

事实是“全球征集”“国际
巡展”和走出去开“办事处”或
“分公司”，已经成为近几年越
来越常见的国内拍卖业的经营
现象。面对国家文化政策和经
济环境的调整，以及全球化的
业务竞争、香港地区艺术市场
的最新崛起，中国艺术品拍卖
行业的压力、风险超过了之前
的任何时候。拍卖人基本成了
“空中飞人”，而在运营成本不
断增加的同时，管理制度也面

临着极大的挑战。
企业管理的强化、拍卖规

程的出台与“拍卖法”的修订，
一方面推动了国内拍卖机制的
自我完善，一方面也是对市场
现状的净化与改变。的确，拍
卖机制所倡导的“公平”、“公
正”、“公开”等原则，极大地改
变了过去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暗
箱操作等种种的不规范、不和
谐。事实上，所谓的“拍卖机
制”已经成为了一种系统性的
全面建构，除了《拍卖法》、文物
局《文物拍卖管理办法》、商务
部《拍卖监督管理办法》中对拍
卖程序的规范之外，《文物艺术
品拍卖规程》（行业标准）、《从
业人员守则》《文物拍卖标的的

审定指导意见》等行业标准和
自律要求，则更加细致地要求
拍卖企业日常性的规范运作以
及职业道德的严肃建立，从而支
撑起一个诚信守法的市场体系，
在艺术品全行业起到了示范作
用，并相较于其他艺术品流通
渠道也具有了某种的领先性。

然而在大量的努力之后，
社会各界对于拍卖业“假拍”、
“拍假”的不良印象仍需要时间
去扭转与改变。这里除了极少
数拍卖企业或从业人员利益熏
心而最终失信犯法的负面影响
之外，拍卖机制的持续创新无疑
是其中至关重要的“正能量”。

在拍卖机制的创新上：第
一，我们要突破过去将拍卖视
为一种交易模式的简单认识，
而是更多地去思考作为商业模
式的机制创新。建立商业模式
的目的是使企业运营的内外各
要素整合起来，形成完整而有
效率的运行系统，以达成具有
持续赢利目标与核心竞争力的
整体解决方案。其中不仅包括
成本结构、收入模型、销售网
络、客户群体与维护、合作伙伴
与整合，更关键的还有价值主
张与价值配置、打造核心能力
等内容，强化并体现了公司战
略层面上对商业逻辑的定义。

第二，当我们把视野从简
单的交易方式转向商业模式的

思考之后，公司经营者就有可
能从企业的具体管理者逐步提
升为从整个产业发展的角度去
看问题、想问题。产业规划、产
业结构和产业链是产业经济学
的基本关注点，但是立足于21
世纪创意经济大背景，应该将
艺术品拍卖归为创造性产业去
重新定位和重新认识，这样才
能充分焕发拍卖作为“服务平
台”的传统优势，并通过机制创
新去形成更纵深的产生链条、
基面更大的产业集群和面向未
来的商业逻辑。

第三、事实上无论是从交
易模式到商业模式的思考，还
是从企业到产业的视野拓展，
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从公司战
略、产业未来对商业逻辑的定
义。虽然艺术品拍卖具有其特
殊性，但是以价值为导向的商业
底层逻辑却是所有商业的共性
与规律，因此对价值的不懈追求
也就是艺术拍卖发展的底层逻
辑。“底层逻辑”是最原始的出发
点与最任性的真实反馈，以及对
此的长期坚守和反复挖掘。拍
卖人的坚守不仅仅是外部的期
望与责任的担负，还在于追求
行业、企业和个人的价值实现
的那份不忘初心，唯此才能推
动机制的不断创新，并在这样
的过程中，净化市场也净化自
我、发展自己。 （赵力）

随着古玩市场的迅速扩张，一
些骗子公司、骗子拍卖行也纷纷涌
现出来。他们往往以非常权威的
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他们有注
册商标，他们有气派的办公大楼，
他们有和知名专家的合影，在网上
也有非常豪华的网站。不论你拿
什么东西让他们看，他们都会估价
过万甚至百万。只要你留下联系
方式，他们就会不厌其烦地给你打
电话，让你去拍卖，让你去成交。
他们这里有成千上万个成交记录
供你参考。但是呢，等你去了之后
就会发现钱交了一轮又一轮，就是
不见得东西成交。到了最后你只
能自认倒霉，轻则被骗几千，重则
倾家荡产。

这种骗术虽然低级，但仍旧每
天都有人上当。之后这些上当受
骗的人纠集在一起，甚至还建了一
个叫“被骗一族”的群进行维权，又
是喊口号，又是走法律程序，说要
除掉这些骗子公司。可是到如今
呢，骗子公司不减反增。

这个世界很奇妙，有阴就有
阳，有好就有坏，有黑就有白。

相对于这些骗子机构，又出现
了很多公益性的免费鉴定的平台，
比如贴吧、知道，以及各种群。一
些泉友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在平
台上免费给群众鉴定评估古币。
可是效果如何呢？

一个群众发了一枚光绪元宝
铜元的图片，这版别普通得不能再
普通了，品相通货得不能再通货
了。我们可爱的泉友为照顾群众
的感受，小心翼翼地告诉他：币是
真的，有一定历史价值，参考价20
元左右一枚。可见这位泉友是多

么的善良，为了照顾群众感受还故
意把币说高了十元。

但是呢，这位群众听后火冒三
丈：你懂个屁！不懂就不要乱鉴
定，我这可是古董，专家说了，价值
百万，你去网上搜搜光绪元宝什么
价？你这人害人不浅，万一听信你
的扔了怎么办？

不错，这个时候恐怕这位泉友
百口难辩。

因为无论在百度，还是在新
闻，什么钱币都会出现百万元以上
的成交记录。你若是告诉他同样
的币你就卖十元，或者地摊上某宝
上都卖十几元，他立刻就会说你的
币是假货。那么这种现象归根结
底是怎么造成的呢？难道就是因
为骗子公司的蛊惑？

我认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主
要原因还是这个圈子出问题了。

某个综艺节目寻找乡间瑰宝，
并邀请专家现场给群众评估古董，
动不动就估价几十万元、上百万元，
台上低于一万元的东西竟然几乎
没有。

现如今这种节目铺天盖地，在
很多电视台都有。以至于让很多
老百姓形成了一个十分幼稚的观
点，那就是只要是上了年岁的东西
都是古董，只要是古董都很值
钱！这种风气非常不好，大有一
种蒙蔽性的感觉，但是这个时候
谁又能出面点醒这些被洗脑了的
老百姓呢。谁去点谁挨骂，谁去讲
道理谁惹一身骚，现在的圈子就是
这样。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骗子公司
应运而生了。

骗子公司：好，你认为你的东

西很值钱，我就附和你，肯定你。
等你上了我的船，嘿嘿……

结果，这些人在上当受骗之后
才幡然醒悟，我的古董原来真的不
值钱！真理终于得到了昭雪，但
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些人
为此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大家看
着被骗的人很可怜，纷纷怒斥那些
骗子公司，咒他们早日倒闭、吃官
司。

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小学
的一篇课文，《狼和鹿的故事》——

在美国的一片原始森林中，共
同生活着狼和鹿。美国总统罗斯
福意识到，狼是妨碍鹿群扩大的罪
魁祸首，所以下令杀绝了森林中的
狼。鹿没有了天敌就开始迅速繁
衍扩张，几年之后，庞大的鹿群吃
光了森林中的草木，接着又流行起
瘟疫来。到最后弄得鹿也灭绝了，
森林也毁坏了。此时罗斯福才意
识到原来恶狼竟在维持生态平衡
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是的，古币圈就像是整片森
林，老百姓就像是鹿群，而骗子公
司就是那啃噬鹿群的恶狼。恶狼
吃掉了森林中的病残弱，强化了鹿
群，维护了森林。

骗子公司转化了走火入魔的
跟风群众，提高了百姓素质，稳定
了圈子。

圈子真真假假，混混沌沌，说
真话被怒斥，说假话被追捧，试问，
如果没有那些歪门邪道，谁又能站
出来主持正义？当今圈子混乱，我
们不应该一味地指责那些骗子机
构，而是该反思，造成这种现象的
根源是什么，骗子公司的沃土又是
什么…… （吴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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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某市，有
一条可追溯到战国时
期的“赵长城”，它绵延
数十公里，弥足珍贵。
2006年，它被并入第
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长城”之内。
近日当地多名驴友及
文物爱好者向媒体反
映，原本主线明确、脉
络清晰的长城遗址，多
处突遭严重破坏。前
后照片对比，如今一片
疮痍让人痛心不已。
面对质疑，当地文物局
局长表示：（赵长城）应
该没有啥破坏吧？该
局另一名相关负责人
亦表示不清楚。这个
局面，让人痛惜。更值
得关注的是，是什么让
法定职责在身的官员
把法律的规定、群众的
信任、后人的需要沦为
一句“不清楚”？

文物局官员对自
己监管职责范围内的
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被
破坏一事，居然不清
楚。一把手对文物是
否被破坏表示“不清
楚”，就更不能指望他
清楚导致文物被破坏
的真正原因，这也意味
着，查找责任方和追
责，都会在不确定期限
内被滞后。文物是不
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古
长城属于不可移动文
物，做不到主动保护的
话，等到被破坏了才发

现，相当于失去。文物
本身承载的文化、历
史、研究等方面的价
值，也很可能会损失殆
尽。更何况，这是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名单的
文物，其对后人的意义
不同一般。

究竟是什么导致
赵长城遭严重破坏，需
有关部门认真调查、核
实，媒体报道给调查提
供了一个线索。弄清
原因更多是为了追责
和预防更多的破坏发
生。如果说，破坏的结
果已经发生，对于文物
保护工作本身而言，等
于保护失败。事后追
责是必须的，同时反思
也是必须的。辉县市
境内有多少个国家重
点保护文物，当地文物
主管部门就有多少份
不容懈怠的保护责任，
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就
有多少份对辉县市文
物局落实责任和相关
工作的监管责任。对
辖区内国家重点保护
的文物状况，不能做到
随时随刻清楚掌握，有
关部门有必要依法问
责，有必要调查其对常
规工作的落实方式。

此事还告诉我们，
还有多少对自己分内
事不清楚的官员，公众
和责任部门应继续擦
亮眼睛，加强监督，让不
作为无处遁形。（王心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