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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中作乐”：谈谈一场又一场艺术品收藏官司
这些年，艺术品收藏

甚至成为了当今人们经
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
个热点。“跟风”收藏的热
潮不减，越来越多的市民
开始寻找物美价廉的原
创艺术品或艺术品投
资。在艺术品收藏繁华
的背后，关于收藏市场的
是是非非一直甚嚣尘上，
有些人受经济利益的驱
使，投机取巧，造假作伪
之风确实存在，且有愈演
愈烈之势。民间收藏的
闹剧和纠纷也不曾停歇
过，可谓五花八门，层出
不穷。

2017年9月，由苏州
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的合同诈骗罪依
法对34名被告人进行了
宣判。事情是这样的：
2015年11月25日，高新
区狮山派出所接到一个
报警电话。退休教授李
先生在电话里叙述了自
己在交易收藏品时被强
行扣留十万元保证金的
事实。在此之前，警方曾
陆续接到十余起类似的
报警电话，矛头直指苏州
一家文化艺术品投资有
限公司。经查证，苏州这
家艺术品公司设下“古董
迷局”专骗投资人保证
金，300余名卖家被骗近
600万元。

2014年9月，爱好收
藏字画的朱某经人介绍，
向许某一次性购入了31
幅名人字画，共计45万
元，朱某当场支付25万
元，余20万元未付。第二
天，朱某请了几位懂行的
专家来甄别字画，专家认
为，字画绝大多数是赝
品，仅有的真迹也与售价
相距甚远，此后，朱某多
次与许某沟通协商，朱某
认为字画是赝品，不愿支

付余款20万元。而许某
表示买卖已成交，真假自
负不得反悔。此事最后
闹上法庭，法院认为双方
买卖合同显失公平，变更
合同价款为20万元。
赝品现象在收藏界

有多普遍
有艺术家说，收藏本

该是一件雅事，如今却变
成了一件难事，甚至艺术
收藏界的这潭水愈发浑
浊。更有专家说，收藏界
普遍存在的乱象就是赝
品现象。苏州大学艺术
学院教授袁牧说：“这似
乎成为了业内一个普遍
现象。”袁牧无奈道，艺术
品市场的乱象，从结果
看，那些原本抱有满腔热
情的收藏者被真假难辨
的藏品伤害了感情，从而
对收藏这件有意义的情
趣投资失去了热情。而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只能
得出一个结论：收藏水太
深，假货太多。这也就大
大地削弱这个原本应该
兴旺的行业发展。

针对艺术品收藏市
场的赝品现象，袁牧坦
言，从目前中国收藏市场
的实际情况看，的确存在
着冒名顶替、以次充好，
雇佣枪手制作假货，甚至
仿制古董的现象。“这一
现象的存在并非中国特

有。”袁牧强调说，只不过
中国在这个方面的法律
还不够健全，对那些冒名
顶替、枪手造假现象还没
有具体的法律进行惩
戒。目前，艺术品“市场
上的确存在一些急功近
利的艺术家。”袁牧说，这
些“艺术家”自己没有精
力、甚至没有能力作出精
品就收购他人作品，甚至
下单定制自己风格的作
品来签上自己的名字进
行销售。
“拍卖行不保真”之痛
一件作品送去拍卖

大致要经历四个环节
——提供人、拍卖公司、
鉴定人和买家，“除了买
家外，其他三个环节都可
能出现假货的可能。”拍
卖法第61条第2款明确
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
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
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
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
任。”业内人士认为，《拍
卖法》提出“不保真”的最
大理由，就是艺术品的真
伪难以鉴定。

但是，近年来《拍卖
法》规定的不保真免责条
款，日益受到社会舆论的
质疑。如果拍卖人对此
有重大过错的，例如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拍卖标的
系伪作或者赝品或者存

在瑕疵而隐瞒的，应当承
担相应责任。可以参照
适用最高法院关于买卖
合同司法解释第三十二
条“合同约定减轻或者免
除出卖人对标的物的瑕
疵担保责任，但出卖人故
意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告
知买受人标的物的瑕疵，
出卖人主张依约减轻或
者免除瑕疵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业内人士认为，艺术
品买卖行业之所以存在
着一些不良的交易习惯，
是由于艺术品买卖本身
具有高风险、高利润的行
业特点，且鉴别艺术品真
伪需要专家、时间和费
用。艺术品拍卖行不保
真，构成收藏市场的交易
基础，也是收藏市场存在
的理由。“现在很多人对
艺术品拍卖行、鉴定机构
提出质疑，这就说明这两
个机构的确让人不放
心。但请不要忘记，这两
个机构都是整个收藏商
业运行纽带中的重要环

节。”袁牧说。
全民收藏 心态很重要
收藏市场没有“打

假”的说法，只有“打眼”
一说。换言之，买对了算
你运气，买错了只能是
“打眼”自认倒霉。谈及
目前愈来愈热的“收藏
风”，多位艺术家坦言，对
于收藏，有一个良好的心
态比收藏品的价值更为
重要。

有人认为，收藏艺术
品应该是一件简单的事
情，如果出现了“赝品”那
就是跟投资行为相关，或
者说是一种艺术品“倒
爷”。在他看来，收藏应
该是兴趣先行，如果非要
跟投资相关联，那就会是
种压力，可能收藏者本人
也会失去些乐趣，“变味
的收藏也就衍生了变味
的收藏品市场，对于真正
的艺术家而言，艺术投资
并不是他们在行的。”

在袁牧看来，当收藏
变了味，收藏热变成投资
热、投机热的时候，大量

赝品涌入市场是不可避
免的。他甚至直言：“现
在有些工艺师花重金收
购他人作品，然后以自己
名义送展，得到大奖后再
去评大师，最后就是靠这
些‘荣誉’得到了‘大师’
的称号。”这样的艺术品，
在他看来，也并不存在收
藏的价值。

收藏市场“水很深”，
但并不缺乏真正的艺术
品。袁牧认为，对于一般
收藏者而言，避免收藏赝
品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
直接进入艺术家工作室
挑选作品收藏，“当然，直
接到艺术家个人展览上
去挑选收藏是最为保险
安全的，因为很少有艺术
家会公然在自己的个人
展览上展出代工作品。”
还有一个更为有效的方
法，就是请艺术家提供构
思草图，创作过程照片。
最后，袁牧建议收藏者
们，尽量不要收藏来路不
明的艺术作品。

（惠玉兰）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基
本没有什么艺术市场，远没有
如今的甚嚣尘上和繁花似锦。
那会儿的画家一提起作品价
格，就面露羞色，身上还保留着
传统手艺人的内敛谦逊。那
时，国内也基本没什么像样的
画廊，经纪人和画家之间的关系
也比较轻松，可以烹茶论艺、把
酒言欢。合作卖画大都基于私
交随便有个口头协议，双方互相
遵守。一般来说，大抵是一次活
动下来，视卖画情况，经纪人从
整个销售中提取一些佣金留几
张作品而已。大家各算各的
账，双方心知肚明，下次合作再
讲下次合作的事，一次一清。

后来，随着艺术市场逐渐
红火，国内以广东、安徽、河南、
山东、浙江、江苏等省为代表雨
后春笋般诞生了许多大小画
廊，究其实也基本属于画店而

已。谁的画在市场上好卖、有
卖相，大家就一窝蜂去卖谁，作
品在不断地倒手中，市场也一
天天地繁荣起来。再后来，画
家的身价也节节上涨，催生了
一大批富豪画家和画商。巨额
财富带来的眩晕感急速催化了
自我物欲的膨胀，利益驱使下，
道德底线、职业规则无节制地被
打破，致使当时的艺术市场看似
炙手可热，实则乱象丛生。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画廊克扣艺术
家作品，作品卖了不付账”“画家
过河拆桥，单方面撕毁合约”等
成了业界常态。在艺术市场远
不规范和成熟的时期，一切乱
象都伴随着成长。

其实，通常意义上的合作，
往往在双方权利义务、利益分
配的基础上展开并细化，画廊
和艺术家各司其职即可。这种
看似平等规范的协议，实际上

过于简单，并因过分看重双方
的短期利益，极易在分配过程
中产生矛盾。

基于此，笔者认为可在以
下方面予以重视：

首先，对艺术家的成长负
责。除去画廊签约艺术家的常
规义务（如展览、博览会、媒体
宣传、研讨会、文章撰写、送拍）
之外，画廊需要为艺术家做一个
长期的推广计划，包括创作过
程中学术价值上的引导、销售
过程中与藏家的购藏约定。画
廊应严格把控市场价格，按艺术
家的学术提升和宣传推广的深
入，逐年稳步提高作品定价，不
可忽高忽低，亦不可涨幅过大。

其次，对艺术作品的质量
负责。画廊应要求艺术家在作
品质量上严格把关，杜绝应酬
作品的产生。在艺术家推广计
划执行初期，有条件的画廊，甚

至需要花费巨资来收购或者以
高质量作品置换流通于市场中
的劣质作品。同时艺术家应努
力精进个人艺术水准，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完成相应数量
的作品交付。

最后，对收藏家的利益负
责。画廊应做到出售给藏家的
每一幅作品，都附有作品的展
览记录、出版刊登、机构签发的
收藏证书，做到每一件作品流
传有序、身份清晰。培养和提
高藏家的审美能力，为其定制
专属的收藏计划，为降低藏家
的消费门槛，可提供艺术品按
揭服务。在鼓励藏家自信方
面，画廊为维护藏家利益，可签
署回购协议书，如藏家需要转
售作品，画廊应加价回购。

建立在志同道合、情感友
谊基础之上的合作，是国人长
久以来崇尚的优良传承，所谓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种以
人格和道义作为担保的约定，
显得温暖而富有人情味。但在
现代社会，书面契约更有其不
可替代之功能。古语云：“先小
人后君子”，做到一切有据可
循，大家心中有底，互相信赖、
互相约束才能共同发展，这样
也能给“良知”提供一个保驾护
航的坚实壁垒。

因此，艺术市场不仅需要
一纸契约的约束，更需要精神
上的契约。尤其是目前，国内
的艺术生态步入了深度调整
期，在优胜劣汰的肃清风暴下，
各类艺术机构和艺术家持续加
强自身建设，端正从业态度，净
化内心，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
鉴赏力，让单纯的艺术投资行
为逐渐提升为艺术收藏行为，
用契约约束行为，用道德规范
灵魂。 （贾廷峰）

艺术市场需要契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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