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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市场正悄然发生着变
化，有的人至今依旧浑然不觉，
这个市场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
的？是在发展中不断变化的，
还是处于一种低迷和不景气之
中？这是业内人士亟待需要解
决的一个认识问题。要解决这
个问题，关键是对目前的市场
状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
价，而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又离
不开书画市场的历史回顾。

自改革开放以来，书画市
场经历了三个高潮和三个调整
期。第一个高潮是自1992年开
始至1995年结束，大约经历了3
年的时间。其代表性作品是
1994年嘉德秋拍齐白石的山水
《朝阳》十二斗方，以517万元的
价格成交，震动了当时的收藏
界，这是第一个高潮期引人注
目的事情。百万元级和几百万
元级中国书画价位的出现是这
个时期的特点。

2003年的秋季，书画市场
持续火爆，一些书画作品的成
交数字也印证了第二个高峰时
期书画市场的火爆。其中在
2003年秋拍中傅抱石的《毛主席
诗意山水册》八开和齐白石的《山
水册页》八开分别以1980万元和
1661万元成交，创造了中国近现
代书画在中国内地的最高价位
和齐白石作品的最高价位。

之后高峰期出现在2009年
的下半年，在新的市场高峰期
书画市场又有了一些新的变
化。另外，这个时期市场的特点
已不仅仅是百万元和千万元的
纪录，而是亿元的纪录。如李可

染的《长征》以1.075亿元成交，
徐悲鸿的《巴人汲水图》以1.713
亿元成交，同时张大千的《爱痕
湖》成交价也达到了1.008亿元。

将20多年来书画市场的高
峰期与调整期的特点来进行总
结就是要让大家看清楚当前书
画市场的状况，从而提高对于
书画市场规律的认识和当前市
场形势的正确判断。三个市场
高潮期的画价的体现分别以百
万元、千万元、亿元作为标志，
而2017年末齐白石的山水十二
条屏最终以9.35亿元成交，几
乎达到了亿元的两位数，说明
中国书画的价位已经接近于十
亿元的大关。与此同时，一批
近现代名家大师如傅抱石、李
可染、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
都有作品以2至4亿元之间的
不等的价格成交，说明了这个
市场在不断呈现出精彩的一
幕，已经是高潮迭现。形势好
转的另一标志是当代书画名家
的价位正在逐渐得到恢复，一
批书画家新锐开始登上市场的
舞台，他们的作品有思想、有内
涵、有笔墨、有时代特点且作品
价位很接地气而被一些有新意
识的收藏家青睐。20多年来每
个书画高潮期以后调整期的时
间一般3到5年，不可能有更长
的时间，如果将2011年作为市
场开始出现不景气的现象算起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年，市场不
可能有这么长时间的调整期，
所以必须要树立正确的书画市
场观，准确的、敏锐的捕捉到当
前市场的一些积极的因素。我

们现在已经处于一个正常的市
场时期，讲文化自信不是一句
空话，不应对书画市场抱有太
多的悲观态度，中国书画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精神和文化的内涵魅力的
体现，它未来市场价值不断增
值的趋势是不容置疑的，这是
树立正确书画市场观的最重要
的部分，也是树立正确书画市
场观的核心所在。

所以一切业内人士不管是
经营者还是收藏者或是爱好者
要变被动为主动，不要幻想曾
经出现的不正常的书画市场。
因为那个市场，特别是前几年
的当代书画市场是被送礼的需
要所捆绑的，是充满了泡沫和
畸形的市场，当面对新型的市
场特点时，拍卖公司、文化公
司、画廊、策展人等都要主动参
与，不可坐等昔日所谓辉煌的
到来。

关键是当代书画市场，由
于送礼的市场受到有效的遏
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
日渐显现，这是好事，泡沫去掉
一切回归于本真，人们对于书
画的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

艺术家对于目前正常的市
场给予积极的参与极其重要，
要符合实际的制定润例。当代
画家的作品如果以真实的市场
表现，单位尺幅的价位能达到
一两万、两三万元一平尺就已
经十分了不起，那就是大画家，
就是国内知名的画家，当然极
个别当代画家的作品有着很高
的价位，那是历史和机遇所形

成的，需要十几年、二十几年的
时间在国际国内最著名的拍卖
公司有着持续不断的完整的市
场记录，才能被收藏家服膺，就
如同有《石渠宝笈》著录的古代
书画被收藏家拼命追逐一样，
这不是朝夕之功一蹴而就的。
更多的艺术家要做的是放平心
态、随其自然、配合市场、适应
市场，为市场的发展尽自己应
尽的责任，因为当代书画的所
谓高低价位都是暂时的和一个

时期的表现，从历史的角度看
决定书画价位的最重要的也是
唯一的条件就是艺术水平。

树立正确的书画市场观对
于这个市场的所有人都会有
利，它可以有效地解决经营中
的诚信问题、打假问题，对于防
止急功近利等都有裨益，若干年
后回过头来看历史，我们现在
所处的书画市场也许是最正
常、最能反映市场特点和体现市
场规律的一个时期。（齐建秋）

树立正确的书画市场观

博物馆衍生品是与博物馆
相关联的一种文化产品，和博
物馆的收藏、展示、研究等有着
很强的关联度。它在博物馆之
中是不为专业的专业，属于博
物馆中的“另类”。因为它是让
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的具体而
实在的内容。显然，这些衍生
品与博物馆的藏品和博物馆的
展览之间有着特别的关系，它
们或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或
是某个展览中的代表性作品，
而这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正反
映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和知名
度。因此，世界上很多博物馆
都设计和生产了许多衍生品。
这是一种潮流，反映了博物馆
发展的水平和高度。

近年来国内的博物馆也很
关注衍生品的开发和生产，博
物馆的商店因此而丰富起来。
客观来说，目前各级博物馆中
衍生品的开发和生产还只是处
于初级阶段，有个别产品获得了
社会关注，但不具有普遍性。实
际上，博物馆的衍生品能够成
为“时尚潮品”的可能性非常有
限，因为它的局限性也正在博
物馆之上。核心问题是，“时
尚”“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与
博物馆的关联及其关联度。

可以想象的是，没有一流
的博物馆，就没有一流的产品；

没有一流的展览，也不可能有
一流的衍生品的设计。博物馆
的衍生品与博物馆的藏品、展
览之间的关联是最为浅显的道
理，可落实到现实之中，如果没
有足够影响力的藏品，没有能
够让城市居民趋之若鹜的展
览，衍生品的开发就没有根基。

当下比较热门的博物馆衍
生品的开发正形成影响博物馆
主业的潮流，这实际上走入了
一个误区。事实上，能够吸引
公众关注、让人们真正将博物
馆带回家的产品非常少。当然
与过去相比，我们看到了进步
和成长，但是，也必须看到自身
的不足。

首先是博物馆缺少自觉。
在一些博物馆高度发达的国
家，不管是文创，还是衍生品都
关系到许多博物馆的生存。比
如像荷兰的梵高博物馆与巴黎
的罗丹博物馆，其衍生品的销
售是博物馆生存与发展的重要
经济支柱，大概占到三分之一
左右。而衍生品的内容也有很
多，包括专业复制和授权等。

第二，衍生品的开发是依
附于藏品和展览之上的。因
此，要求博物馆能够有具有广
泛知名度而又能被公众所接受
的藏品，比如，卢浮宫有《蒙娜
丽莎》。哪怕是像荷兰海牙的

皇家博物馆只有一件著名的维
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就足以让博物馆处身立地。可
是，我们缺少像梵高、罗丹这样
具有广泛知名度和国际影响的
著名画家，如此，与之相关的衍
生品开发就成为问题。

第三，停留在衍生品的通
用性的层面，缺少有针对性的
开发。中国的不少博物馆一年
往往有几十个展览，而有的只
办一两周，如果对其中每一个
展览都进行衍生品开发是不实
际的。国外绝大多数博物馆一
年就办几个临时展览或一两个
特展，所以，有可能针对展览而
开发与展览相关的系列衍生
品，有的展览衍生品多达数百
种。我们的衍生品则显得缺少
与展览的关联，有的也只有几
件、十几件而已，没有系统性。

国外一些做得好的博物馆
与展览相关的衍生品的开发是
常规的手段。因此，配合展览
的开发往往会提前一年左右，
等到展览开幕，展现在人们面
前的是一个与展览相关的延
伸，是一个系列的产品线。而
这一系列产品会带动人们去关
注博物馆中的展览，因为这些
衍生品展现了展览中最精彩的
内容和展览中最有代表性的展
品。 （陈履生）

博物馆衍生品根基在一流的藏品 4月，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和
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了《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
的指导意见》。从2014年开
始，监管部门将以红酒、艺术
品等为投资标的艺术品基金
纳入私募基金的监管范围。
2014年6月，中国证监会颁
布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2016年7月，中
国基金业协会发布了《私募
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
法》，这3个办法和指导意见
基本框定了发行艺术品基金
的条件和活动范围。与2009
年至2011年的市场高峰时期
相比，监管环境发生了较大
变化，对艺术品基金的发展
也起到一定影响。

首先，募集私募基金的
机构和人员需要取得资格。
综合监管部门的办法和指导
意见的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注
册取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并
已成为中国基金业协会会员
的机构，可以受私募基金管
理人的委托募集私募基金。
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从
事私募基金的募集活动。

其次，私募基金运作要求更
加规范。监管规定，合格投资者
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
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资产
管理产品不低于一定金额，且符
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和法人或

其他组织：家庭金融净资产
不低于300万元，家庭金融
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
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40万元；最近一年末净资产
不低于1000万元的法人单
位。合格投资者投资于单只
权益类产品的金额不低于
100万元。

再次，打破刚性兑付。
资产管理新规规定，金融机
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
承诺保本保收益。出现兑付
困难时，金融机构不得以任
何形式垫资兑付。

可以预见，监管新规的
出台，也将对艺术品基金的
未来产生影响。首先，艺术
品基金的数量和规模将会减
少。成功的艺术品基金需要
基金管理人具有丰富的市场
经验和对艺术品独具慧眼的
配置能力。

其次，监管规定有利于
艺术品基金的专业和规范运
作。根据监管规定，无论是
准入门槛、市场销售、产品托
管，还是信息披露、风险控制
等均有比原来更为严格的规

范，内幕交易和道德风险将被追
责和处罚。艺术品基金需由金
融持牌机构出品，无资质的机构
会退出市场。长远来说，这将会
促使艺术品基金的管理者、托管
人和投资人提升专业性，也有利
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黄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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