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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要大家买好画藏好
画是我认真思考得出的结论，
几年过去了，现在看来这一观
点是完全正确的。我所说的
好画是指中国近现代书画大
师的精品力作。关于买画藏
画我曾有过两次不同阶段的
认真思考，因为这件事关系到
我的职业和生活，所以含糊不
得。第一次思考是在2007年
至2008年期间。参与或者了
解中国艺术品市场进程的人
士可能都还能忆起当时的情
景：当代艺术异常火爆，许多
年轻艺术家作品的价格超过
了传统大师。

记得在2007年，在当时那
样一个人人找画，见面必谈当
代艺术的大环境下，是坚持自
己收藏中国画大师作品的方
向不变，还是改弦更张投入到
热炒当代艺术的狂潮中去，这
确实是需要做出选择的。在
经过认真的观察、思考和分析
之后，我做出了坚持自己原来
收藏方向不变的决定。不去
跟风，不趋利冲动，而且还要
抓住大多数人把关注点放在
当代艺术上，中国画作品出现
的短暂价格低谷期去多收藏
好东西。

一如既往地相信“齐白
石”，相信“王雪涛”……今天，

当我们回头看2008年近现代
画家作品价格时，我相信很多
人都会惊叹当时的中国画作
品价格之低，可这就是当时的
实际情况。境外热钱瞄准了
中国当代艺术，当代艺术作品
被推到了很高的价位，而中国
画大师作品的价值被掩盖
了。在那一段时间，许多其他
门类的收藏家也都成了当代
艺术的跟风者、追随者。我认
识的一位青铜器收藏家，把自
己多年前收藏的器物以低价
抛出，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了当
代艺术的洪流中，大有舍我其
谁的架势，拦都拦不住。

果然，正如所料，当代艺
术品市场好景不长，回归理
性，中国书画作品重新受到追
捧。以齐白石《丝瓜蚂蚱》（见
右图）为例，2008年成交价
86.24万元，仅仅在五年之后的
2013年便又在拍卖场上出现，
拍出了1058万元的高价。而
许多人当年花几百万上千万
买下的当代艺术作品则少有
人接手，有些画只能安静地放
在库房中，等待着市场的下一
次升温。当代艺术还能再火
一次吗？近期这种可能性很
小。因为，以中国人自己的审
美及价值观培育出的当代艺
术品市场尚未成熟。

这是我对于艺术品投资
收藏做出的一次认真判断和
选择，当然我也品尝到了这次
选择带来的红利。正确的选
择是重要的，这不仅表现在艺
术品投资收藏上，就是在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面对
这样或那样的选择。

第二次对投资收藏中国
书画进行认真思考是在2013
年至2014年期间，这次思考主
要是针对这项工作还能不能
继续做下去进行的。2013年
春季，产业结构调整，新业态、
新事物、新概念风起云涌。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实体经济
下滑，传统行业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冲击。而此时的国内艺
术品市场也好像是步入了冰
封期，无人问津，冷落萧条。
问题凸显，摆在眼前：传统的
书画收藏投资还有没有前
途？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了？

说实话，对于像我这样出
生在20世纪60年代，一直在
传统文化行业工作的人而言，
剧烈的社会变化对思想的冲
击还是蛮大的。高新科技知
识基本空白，跨领域重新开始
可能性不大，自己熟悉的行业
又受冷落，退休赋闲还为时尚
早。虽说个人生活早已衣食
无忧，但危机感紧迫感还是油

然而生。那个时候，接连几个
晚上，我在南锣鼓巷附近的胡
同里游走漫步，看着眼前一家
家闪着霓虹的小店，思考着自
己的职业未来。最终，我得出
这样的结论：在传统行业和领
域耕耘的人，大可不必为自己
的未来而惊慌，只要把自己的
这份工作做精、做好，就永远
不会被淘汰，也绝不可能过
时。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
静待消费者主动上门吧！

通过思考，我对中国艺术
品行业更加坚定了信心。打
消疑虑，继续前行。在这之后
的时间里，多位过去不曾染指
艺术品的朋友在我的影响下
开始了艺术品的投资收藏，许
多中国画大师的精良佳作被
他们收入囊中。

很快，我们也看到了社会
舆论导向发生了变化，传统文
化、“工匠精神”又被大力弘
扬。最近两年，我多次受邀央
视《文明之旅》栏目邀请，讲齐
白石，讲徐悲鸿，讲传世名画
《五牛图》《步辇图》，受到了热
烈欢迎，同时也创下了文化类
节目非常高的收视率。

买好画藏好画会使你受
益良多，并且也将会是你处置
家庭财产的很好方式。这一
观点我无比坚定。 （吕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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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网友曝料称，明长城
最大的军事边堡、山西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大同市新荣
区得胜堡被当地政府用仿古砖
包裹修复，搞成了崭新的仿古
建筑。就是这样一处重要的历
史文化遗迹，却遭受到了以保
护之名进行的破坏行为。

鲁迅就讽刺过有土财主将
布满铜锈的文物器具擦得锃光
瓦亮，还以此自得的故事。用
仿古砖对历史文化遗迹进行所
谓的修复，这与鲁迅所讽刺的土
财主毫无二异。这并不是对古
建筑进行修复，而是对古建筑进
行破坏，而且是浪费公帑大搞
破坏。这样破坏文物、严重违
反文物保护原则的方案，是怎
么经过有关部门审批的？这些
都需要进行调查、进行彻查。

数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却
生生变成了仿古建筑，本应是
文物的保护者却变成了文物的
破坏者，这让破坏文物的不法

行为成了公然进行的“合法行
为”，这对文物的破坏往往是灾
难性的。就如得胜堡变成了仿
古建筑就是如此。类似情况并
不罕见，如2016年，辽宁绥中对
“最美野长城”进行修复，就涉
嫌违规使用水泥，此事一时间
也引发舆论热议。

文物保护者成了文物破坏
者，这样的事件还不限于对文
物进行违规修复。如将文物违
规用于商业用途，或出租、出售
等，一些地方则热衷制造赝品，
翻造古迹，劳民伤财；有的为了
GDP发展，把文物古建拆掉；而
一些古建筑发生意外火灾，或是
其他人为因素损坏，都是职能
部门文物保护不力所致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都让人
看到在文物保护方面，还需要
加大保护力度，对于破坏文物的
行为，要能加大惩处力度，尤其
是职能部门保护不力问题，更应
该加大问责力度。 （戴先任）

文物变成仿古要严肃追责启功是一位成就卓著
的学者，也是名扬海内外的
书画大师，他独树高标的成
就来自天分，更来自他的勤
奋学习。更难能可贵的是，
启功买艺术品并不是为了
收藏。

1997年12月15日，启
功去京广大厦参观翰海拍
卖公司举办的书画拍卖会
的预展，展柜中有两个手卷
吸引了先生。先生非常高
兴地请保管员取出来欣赏
这两个手卷，一件是清代著
名学者王鸣盛为经学家费
玉衡《窥园图》作的题记，另
一件是画家吴镜汀的山水
长卷《江山胜览图》。

他仔细地观赏后，说：
“看见这两个手卷，让我回
忆起很多往事，也想起了我
的老师。”他当即决定用存
在北师大出版社的稿费，买
下这两个手卷。

1933年，由于陈垣慧眼
识才，启功得以先后执教于
辅仁附中和辅仁大学，能够
与在手卷上题跋的几位前
辈学者同校共事，因而与这
个手卷结缘。当时这个手
卷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
沈兼士收藏，启功因与杨钟
义有亲戚关系，曾经应沈兼
士的要求，代沈先生求杨钟
义为手卷题签。这样，启功
对手卷非常熟悉，而先生也
曾经画过《窥园图》（此图现
收藏于北京师范大学档案
馆）呈给陈垣，以助老师题
跋之兴。

沈兼士1947年逝世后，
手卷从家中散出，半世纪后
又在拍卖会上重现，启功怎

能不高兴呢。
启功解释这些学者的

题跋，是他们针对王鸣盛的
文章各抒己见、展开讨论，
而且后跋往往驳难前跋，反
映了当时学者们生动的学
术思想和开明的学术氛
围。先生觉得，这种群言堂
的学术精神值得后辈学习
发扬，由此引发了先生买下
这个手卷设法广为流布的
强烈愿望。

启功先生看到的另一
个手卷，是他青年时期的绘
画导师吴镜汀的山水长卷
《江山胜览图》。见到此图，
启功倍感亲切。他说：
“1932年我跟吴老师学画
时，亲眼看见他作这幅画。
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
如在眼前。但这幅画完成
装裱以后，我就再没有见
过，所以今天能再见到它真
是奇缘，倍感亲切。”

启功说：“我买下这两
个手卷，不是为了收藏，而
是为了纪念老师，是纪念
品。”不久，启功为了让这些
墨宝公诸于世、永远流传下
去，决定出资请香港翰墨轩
出版公司将这两个手卷影
印出版。

类似此事在启功身上
还有很多，比如，启功买旧拓
《玄秘塔碑》就不是为了收
藏。1965年一个偶然的机
会，启功在琉璃厂的庆云堂
见到一本旧拓《玄秘塔碑》，
就买了回来。原帖是粘贴
本，由于受过潮，有的地方已
经发霉，他便亲自用手把拓
本捂湿，再慢慢揭开，又花
了几天时间把揭下的拓片

重新粘贴在新的纸上，装订
成册。然后题写书签，名为
《柳公权书僧端甫塔铭》。原
帖有缺失的字，他又找了《唐
文粹》对照原文把字补上，校
正过程中还对《唐文粹》的疑
问之处做了考证，提出自己
的见解批注在帖上。

启功得到这本帖后经
常临写，对临写的情况有所
感慨则记录在帖上。1974
年他在帖上注有：“余获此
帖，临写最勤，十载以来已
有十余本，平生学业无进，
渐老自励，庶以补过。”1995
年又补充记有“今距此册时
已三十周岁，目力渐衰，小于
此字，则需用眼镜矣，1995
年9月7日临一本毕，余八
十岁后所临第一通。”从上
述记载看，启功所临《玄秘
塔帖》至少有十一本，但现
在家中一本临写的墨迹也
没有，早已都被朋友索走，
散落在收藏者的手中了。

启功对书画的鉴定，有
两个方面是某些专家所不
及的：一是他知识面广，他
研究过书法史、绘画史，对
古文字学、古典文学、训诂
学、避讳学、目录学、考据学
都有研究，又熟悉古代的典
章制度、民俗礼仪等，遇到
鉴定中的问题，他可以综合
利用已掌握的信息，作出正
确判断。二是他本人有书
法和绘画的实践经验，熟悉
驾驭和利用这些信息的方
法，从学术研究和艺术鉴赏
的角度去分析，可以透过现
象看本质，看到别人熟视无
睹的问题，发表别人不能发
表的卓见，独树一帜。（候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