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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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车马俑一套和皇家有铭文

花缸等，欢迎有实力收藏家及前期不收费拍卖

公司合作。注：前期收费公司勿扰。

微信、电话：1385791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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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
马克思像石高30厘

米，正面侧面背面都酷似

马克思，简直是大自然的

杰作，颜色与形状完全天

然，无任何人工痕迹，硅

质，硬度7，想转让给堂

馆安放，让伟人的形

象更加神圣。

林先生
18089753945

转让

有伟人毛泽东金镶玉小金砖等40

余种，以及红色珍藏品“香港回归玉

玺”和“毛泽东金书诗词”等数十件收

藏品。 联系电话：13884865310

转让

今年艺术北京博览会刚结
束不久，从艺术品成交结果来
看，显示出几个可喜的动向。

办会理念的大众化：组织
方认识到了艺术品市场去泡沫
的大环境，把目光转向大众艺
术品消费市场，提出“服务艺术
爱好者和大众，打造有根基的
艺术品市场”的办会理念。在
准备作品时，参展商普遍对艺术
作品做了调整，减少大尺度、昂
贵的作品，增加价格亲民的作
品。整场博览会单价超过50万
元的作品数量有限而以10万元
以下作品为主，特别是1-5万
元区间的作品颇受欢迎。再者
是艺术品消费者与艺术品的多
元。

正是基于组织方与参展商
的理性策略，购买艺术品的不
再单纯是资金雄厚的企业家、
收藏家和明星，普通老百姓的
身影大大增多，艺术品走向实
质性消费。消费的多元需求还
带动了艺术品多元，除了传统
的绘画作品，雕塑、工艺、综合
材料作品也多有成交。还有一
个可喜的特点就是青年艺术家
作品受到欢迎，这从诸多成交

案例中可以发现，消费者不以
“名”取人，而以艺术品的实际
水平作为消费标准。

整体来看，大众化的策略，
释放了较大的艺术品消费能
力，把以往被天价挡在门外的
艺术爱好者揽了进来。艺术品
开始走下神坛，走进寻常百姓
家。

作为中国历史较悠久、影
响力较大的艺博会，本届参展
作品的多元化和价格的理性回
归预示着艺术品消费市场的再
度激活，开始改变艺术品购买
并非真正为个人审美消费的现
实；撬动艺术品买卖只唯名不
唯实的现象，打破过去不知名
的艺术家作品无人问津、成了
名的艺术家作品大众消费不起
的怪圈。

然而，也有部分参展商对
这样的成交现实表示遗憾，他
们认为大众化路线表明艺术北
京在中高端艺术市场的占领上失
去了一定的优势。虽然没有“卖
一顶十”的快速吸金效果，但这
种理性策略能够促进艺术品消
费市场的苏醒和不断成长。

与本届艺术北京成交数据

惊人相似的是雅昌网艺术市场
监测中心公布的2017年中国画
廊艺术品销售数据，数据显示
2017年通过画廊销售的艺术品
总额达到195亿美元，其中价格
在1-5万之间的达到了52%，
5-20万的占22%，50万以上的
只占5%，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进
一步启示：只有价格的理性回
归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艺术
品消费市场激活，只有对于大
众在艺术品消费方面的足够信

心和不断培育才能让艺术品消
费市场长足发展。

因为从长远看，只有培养
大众消费艺术的习惯和消费群
体，扩大艺术品消费人群，让更
多的人和艺术发生关系，才能
打破中国艺术热爱者众，消费
者寡的状态。

与此同时，“上海匡时春拍
斩获6.45亿”，“2017保利成交
价突破100亿”等立足高端艺术
品市场的拍卖公司也是捷报频

传，不同层次的艺术作品与各
级市场有了更广的匹配渠道，
显示出中国艺术品消费和收藏
两级市场并驾齐驱的良好格
局。需要指出的是，在拍卖公
司成交作品价格体系中，不乏
超千万的当代艺术作品，直追
甚至超越古代大家，其中是否
有泡沫存在还有待时间验证。

艺术品理性市场的建立得
益于多方的努力：艺术家对个
人艺术和作品的理性定位，消费
者对艺术品的认知深度，中间平
台的完善，国家对艺术品市场的
重视和扶持等。健康的艺术品
消费市场应该与国家的经济发
展相对应，以大众购买力为基
础，高中低多元并行，建立“梭
子型”艺术品市场结构。

本届艺术北京还透露了一
个重要的信息，他们将与某艺
术电商平台展开战略合作，通
过互联网的力量，打通艺术品
消费群体与艺术品行业的渠
道。我们不得不为“艺术北京”
的战略点赞，更对不久的将来
大众能够消费性价比高的艺术
品充满期待。 （刘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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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艺术品市场的理性回归

要看文物“戏精”更要看文化正剧日前，随着H5产品“第一
届文物戏精大会”持续刷屏，一
批沉睡了千百年的文物一夜爆
红，被千千万万网友所熟知。
正襟危坐于博物馆里，乏人问
津、日渐蒙尘；化身“戏精”，则分
分钟晋身“网红”，家喻户晓。从
传播量来衡量，“第一届文物戏
精大会”是成功的。当然，这种
思路传承有绪。“我在故宫修文
物”和“如果国宝会说话”两部
纪录片一庄一谐，帮助文物攻
城略地，大量“圈粉”。到了“第
一届文物戏精大会”，这些古老
的文物更是化身为铺天盖地的

表情包，深度渗透到社交网络
之中。从文化传播和普及的角
度来说，哪怕它是一则广告，这
次传播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借助“戏精”人设，文物们
混了个脸熟，但它们在本质上
并不是插科打诨的谐星，而是
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
艺术价值，挑大梁演正剧的“严
肃艺术家”。只不过，因为没有
人愿意看它们板起脸孔演正剧，
所以只好放低身段扮演一回谐
星，先把目光争夺过来。现在，
目光聚焦到它们身上了，观众
也走进剧院了，接下来，它们最

擅长表演的历史文化正剧，有
人愿意静下心来好好欣赏吗？

对观众来说，是否把目光
投向文物，这是一个意愿问
题。但能否走进文物的世界，
理解、领悟文物身上的历史底
蕴和文化艺术价值，除了意愿
之外，还有一个鉴赏和理解的
门槛问题、能力问题。

文物固然是“物”，但关键
是“文”。要真正走进这些文物
的世界，理解它们的历史地位、
文化内涵、审美价值，需要观众

丰富一定的历史文
化知识和鉴赏能力。

玉器可能只是
一件把玩之物，但高
古玉却被奉于博物
馆里的庄严殿堂。
为什么？因为在“国
之大事，在祀与戎”
的古代社会，玉器是

神圣的礼器，被古人视为天与
人、人与神之间的“灵媒”。在
祭祀仪式上，玉器成为天人之
间、人神之间沟通交流的媒介，
是国之至宝。哪怕同样是随身
携带把玩的物品，在注重伦理
道德的古代社会，玉器也成为
完美人格和高尚精神的象征
——玉有五德，君子无故，玉不
离身。同理，今天看起来硕大
笨重的青铜器，在古代也是国
之重器。“问鼎”的典故，就说明
了鼎不但是一国之宝，而且还是
一国政权的象征，在国家政治生
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
以说，如果不了解中国独特的
玉文化、青铜文化，面对一件玉
器文物、青铜器文物的时候，就
很难真正理解它、鉴赏它。

文物除了记载着古代的家
国大事之外，还记载着古人的
日常生活。在“文物戏精大会”

里露脸的说唱俑，就相当于一
扇时空大门。打开这扇大门，
我们就可以走进古人色彩斑斓
的日常生活。古人尤其是古代
文人把哲学思想、文化审美、精
神情感都融汇于衣食住行的日
常生活之中，把生活艺术化、美
学化，形成充满哲学内涵、文化
底蕴和审美价值的东方生活方
式。如果观者具备足够的文化
素养，就可以经由这一件件文
物之门，走进那个令人心驰神
往的历史时空。

一场“文物戏精大会”，激
发起千千万万人对文物的兴
趣。然而，在“混个脸熟”之后，
还要继续探索新的方法和模
式，使人们理解文物背后的历
史脉络、文化内涵和审美价
值。毕竟，谐剧虽然欢乐有趣，
但要说营养价值，还得是正
剧。 （封寿炎）

青铜龙形器，上海匡时2018年春拍拍品

近年来随着拍卖行业的不断
发展，各大拍卖企业为公益事业出
资出力已成为常态。据不完全统
计，每天中国拍卖行业旗下企业平
均组织3场慈善拍卖活动，每年现
金捐款超过1.5亿元。

对于艺术经纪人或者艺术家
来说，慈善拍卖也不见得十全十
美。经纪人共同的看法是觉得慈
善义卖太多太杂，质量不高的艺术
品同样是太多太杂。从情感上来
说，许多艺术家都不想只是捐出二
流的作品去作慈善拍卖，更何况那
些有潜力有影响力的藏家大佬们
也会看到，艺术家们的市场价值也
许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人们仍
会抱怨慈善艺术不过是第二梯队，
艺术家被求捐太过频繁，以至于他
们不得不为了“捐赠”而创作。

另外某个艺术家的稳定市场
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至少几
年的宣传、展览和拍卖，价格也要
有从低到高稳步增长的过程，这样
才能得到艺术品收藏者、投资人的
认知和信任。而“名人”卖画，通常
是以慈善拍卖的方式，捧场的也通
常是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即便有

时候爆出天价被新闻“热炒”，但总
归起不到建立稳定市场的目的，因
而难以得到艺术品收藏界的共
识。这种“名人”作品缺乏艺术作
品的标准器，社会大众常常是根据
知名度、偶像崇拜等因素给名人创
作的书画作品定价，而主要不是参
照其艺术水准的优劣与艺术市场
参照系来定价。从而造成买家们
对其作品的了解认知不够，买家们
更是难以分辨优劣，对艺术市场造
成负面的影响。

慈善拍卖活动是造福社会的
一种活动，同时这些拍卖也会成为
收藏的好机会。但是一些隐藏在
市场中的不良分子也会趁机钻空
子，他们通过慈善活动获得大量的
艺术作品，买入几年后又会拿出来
公开进行高价拍卖。慈善市场不
同于经济市场，它不以利益的最大
化为目标，而主要考虑慈善捐赠
方、服务提供者以及受助对象三者
之间如何形成慈善资源的有效对
接机制和法治规则。只有做到了
这样，艺术品慈善拍卖活动本身才
有意义，对艺术市场也会形成良性
的循环。 （陈利）

艺术慈善拍卖需要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