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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场上还是有
“漏”可捡
能在拍场上“捡到漏”有
两种可能，一是由于信息不
对称，“ 捡漏者”能发现别人
都不知道的交易信息；二是
由于具备专业技能，“ 捡漏
者”具有别人包括卖家没有
具备的文物艺术品鉴定与考
证能力。
由于拍卖场是一种信息
比较透明的交易场所，因此
在拍卖场上仅凭信息不对称
很难买到便宜货，而更多靠
的是专业技能。2013年6月
19日，在法国一家小拍卖行
拍卖会上，一件标明为唐代
张萱《唐后行从图》的绘画作
品从1500欧元起拍，经历45
分钟紧张争夺，最终成交价
达到 470万欧元，价格飙升
3000倍！被内地知名古代书
画收藏家陆忠买到。这本来
可以是拍卖市场上一个“大
漏”，却在几位中国内地收藏 藏家在刚举行的2018春拍中 续编中的书籍。
清乾隆九年（1744），乾
家竞价下，谁都“捡不成”。 买到便宜又心仪的藏品，这
为买到便宜又难得一见 是一册明刻本《六臣文选》 隆皇帝谕令于敏中、彭元瑞、
的中国书画和古玩，不少人 （也常称为《六臣注文选》或 王杰等十位大臣在内府藏书
常年奔波于海外拍场。据古 《文选》，见图）。《文选》是南 中选出宋、元、明朝的精品放
书画收藏家陆牧滔介绍，如 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选 置于昭仁殿书橱里，并御笔
今关注世界各地拍卖行里书 的文学总集，隋唐时期成为 亲题匾额，命名为“天禄琳
画拍卖品的中国人或有数百 科举取士的必备读物。南宋 琅”，编为《钦定天禄琳琅书
人，他们有的人和陆先生一 文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 目》（简称《前编》），由此建立
样，一直穿梭在各家拍卖行， 有“《文选》烂，秀才半”之 起一批皇宫内最精华善本藏
一年中有半年在海外各国穿 语。所谓六臣注文是指唐高 书429部。所有书中都钤有
梭；有不少买家住在拍卖行 宗时的李善与唐玄宗时吕延 “天禄琳琅”印章。嘉庆二年
所在国，往来更加方便；也有 济、刘良、张铣、李周翰、吕向 （1797），乾清宫大火，殃及昭
买家人在国内，通过拍卖行 等为《文选》所作的注文，是 仁、弘德两座配殿，《天禄琳
发来的高清晰度照片选拍 众多《文选》版本中最有代表 琅》藏书都被烧毁。太上皇
乾隆帝谕旨重建昭仁殿，并
品，然后通过电话委托参与 性且流传最久的注本。
市场上明刻本《六臣注 令参加过《前编》书目编纂的
竞买。陆先生认为，网络社
会的信息传播已十分普及， 文选》也许并不稀见，但这册 大学士彭元瑞领衔，再整理
如今于海外竞买已很难买到 书内盖有“天禄继鉴”“ 五福 宫中珍藏，编纂《钦定天禄琳
便宜东西，甚至拍出的价格 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 琅书目后编》，共著录图书
念之宝”“ 太上皇帝之宝”和 664部。后来，嘉庆皇帝又继
比内地还贵。
如果将专业鉴定能力与 “嘉庆御览之宝”印各两次， 续编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
掌握独有信息结合起来能否 因而说明这是清朝嘉庆时期 的三编和四编。这些续编藏
“捡到漏”？近闻，某书画收 编纂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 书也被称为“天禄琳琅”藏

书，书中一般都钤有代表嘉
庆帝的“天禄继鉴”印及乾隆
帝三枚大方印。
拍卖这册明刻《六臣文
选》的拍卖行春拍中没有开
设古籍善本专场，因而将征
集到的这本书放到古代书画
专场里，估价9-11万元。那
位藏家在翻阅古代书画图录
时发现这册书，并在预展时
仔细研究了拍品版本和印
章。拍卖会上，他在起拍价9
万元没人加价的情况下买到
《六臣文选》，加上佣金，共花
费10.35万元。
多位业内人士都认为这
是捡了一个“大漏”！
国家图书馆善本室主
任、著名古籍鉴定家赵前认
定这是一册明万历二年崔孔
昕刻本。赵先生认为，加盖
有“天禄琳琅”或“天禄继鉴”
印的古籍价格要比没有盖印
的同种书籍贵十倍到几十倍
之间！
著名藏书家王德认为：
近几年国内“天禄琳琅”著录
古籍的拍卖越炒越热，有著
录比没著录的价格在迅速增
加；有著录的失群单本价格
也在增加，就是说整套“天禄
琳琅”书的卖价不如拆散了
按册卖得贵！王先生认为，这
册明刻本《六臣文选》的市场
价应在150万-250万元之间。
那位藏家凭自己的眼力
和广博的知识“捡到了漏”！
一些拍卖行为方便管理
单一委托人送拍拍品及专场
的设置，常会将一些拍品放
到其他门类专场里，比如，书
法放进古籍专场，古籍搁在
了书画专场，佛经摆到了佛
像专场里，等等，这常常会被
一般藏家所忽略，也就成为
了“捡漏”的地方。 （季涛）

让点翠传统技艺走上生态之路
点翠工艺是一项中国传 饰制作工艺，使用的主要材
统的金银首饰制作工艺，不 料就是翠鸟羽毛。据说在这
过由于需用翠鸟羽毛制作， 一工艺最为盛行的清代，一
而翠鸟不存在人工养殖，因 度造成了翠鸟的灭绝，也导
此一直存在争议。近日，一 致这一工艺随之走向了式
个众筹目标10万元制作销售 微。现在最值得反思的一个
“非遗大师手作宫廷点翠首 问题是，当一些传统文化艺
饰”项目在京东众筹上线，引 术、传统技能技艺在继承、弘
发关注。大量网友到京东众 扬和推广的过程中，和现代
筹网站上留言批评，6月27日 生态环保理念产生冲突时，
中午，该众筹项目被关闭。 我们到底应做怎样的选择？
这一网络众筹项目从上 到底是迁就于传统，还是顺
线开始就引来了不小的质疑 应于现代？在我看来，这并
和非议，支持者和反对者各 非是“鱼与熊掌不得兼得”的
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令 两难问题，而是完全可以在
人欣慰的是，最终反对该项 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目的网友占据了大多数，而
尽管现代社会仍旧需要
且他们给出的论据显然也更 “点翠”，但是在生态环保理
有说服力，更能代表社会上 念已成时代要义、社会潮流
的主流观点和声音。最后， 的前提下，再为了传统艺术
这一项目不得不搁浅。而通 的所谓纯粹与真实而去捕捉
过这一事件，也让“点翠”这 翠鸟，拔它的羽毛，显然已经
一古老的传统工艺为很多人 行不通。所以发起该众筹项
所知晓，同时也普及了生态 目的负责人即便表示“点翠”
保护意识和理念。
所用的翠鸟羽毛是从国外进
“点翠”作为一种古老首 口的，仍旧没有得到网友的

理解与认同。而国内绝大多
数种类翠鸟，既无法人工饲
养，也已经被国家归为“三
有”甚至是珍稀保护动物的
行列，私自捕捉系违法行为。
以现在的科技和工艺水
平，为诸如“点翠”的传统技
艺寻找一个替代品并不难。
不管是从外观上、实用性上
还是效果上，都不会逊色于
真正的“点翠”。这方面的例
子简直可以说举不胜举，比
如以前古代人家里的桌子凳
子椅子等一切家具，绝大多
数都是木头制成的，但现代
的这些家具，除了木头制作
的，还有塑料的，金属的，各
种新型材料的，若所有家具
为遵循传统还是用木制，那
一年全国范围内要砍掉多少
棵树木，毁掉多少森林？
任何传统文化艺术传承
到现在，就要适应于现代，就
像京剧作为一种艺术表演形
式，现在不是也不仅仅在戏
院里唱，而是上了电视和电

影吗？
这次由某家文化公司发
起的“非遗点翠”众筹活动，
因为遭到了网友的强烈反对
和质疑而“胎死腹中”，这充
分说明绝大多数网友是具备
生态环保意识的，也说明以
弘扬传统文化之名而牺牲生
态环保的做法是不得人心
的。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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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
国，我国是艺术品拥有大国， 我
目前已成为艺术品市场强国。
国家产业规划和近年来 国
出台系列政策显示，中国将进
一步推动文化艺术品产业发 艺
展，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
引擎，成为经济支柱产业。 术
与蓬勃发展的艺术品市
场相比较，我国为艺术品提供 品
保险保障服务方面显得乏力，
主要表现在：艺术品保险总量 保
与艺术品市场总量明显失衡；
保险产品单一、结构失衡；艺术 险
品保险人才短缺，技术失衡。
我国艺术品保险起步较
晚，规模较小。1997年1月中 市
国人保为观复博物馆50件青 场
花瓷提供300万元保险，成为
艺术品保险市场“开山之作”。
自此，人保、太平洋保险、安邦 建
保险等公司陆续对艺术品保险
进行大胆尝试。直到2010年 设
国家开始重视开发艺术品保险
市场。然而几年过去，艺术品 亟
保险仍未走出试点时的困境，
与巨大艺术品市场比较，保险 待
保障存在巨大缺失。
承保企业少，保险产品 补
少，保费收入少，是艺术品保
险市场现状，承保量亦寥寥无 强
几。不少国际和国内艺展因
投保无门而困惑，艺术品保险
产品数量稀少，不能满足艺术
品承保全方位需求。专家推算我国
艺术品保险费应在60亿到100亿元之
间，艺术品保险市场存在巨大潜力。
我国艺术品保险险种多以财产
保险和货运险为基准设定。目前开
办主险主要包括综合险、运输险和仓
储险等，主要保险责任为火灾、水灾、
失窃等。但上述风险在艺术品市场
中所占比例很小，也非艺术品风险控
制主流。艺术鉴定、评估、交易等在
整个流程中占有更大分量。
北京金远见艺术品鉴定评估中
心董事长朱炳琳表示，艺术品交易最
重要的要素是真不真、值不值和信不
信。从西方发达国家艺术品保险的
经验看，艺术品保险的核心功能是艺
术品保值保价的手段。因此，建立以
财产类保险为基础，辅之以更适应市
场需求的责任和保证保险类产品，艺
术品保险市场则更为完善。
为发展我国艺术品保险市场，建
议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现有保险企业
加强与专业机构合作，解决技术和人
才匮乏；二是鼓励文化艺术品企业投
资成立专业保险公司；三是通过有能
力的保险经纪公司和成立专业保险
公估公司，解决保险企业在承保、风
控和理赔时出现的技术障碍；四是支
持艺术品行业或企业采取保价或自
保形式，尝试为客户提供经济保障，
也为保险探路。
（李晓敏）

欢迎广大藏友 刊登交流信息

100字以内收费 100元；超过 100字的，每字加收 1元；标题
每字
连续刊登 10次以上者，
2元；连续刊登 5次以上者，送1次，
转收 送 3次。图片每张收费150元（9-12cm
2）。
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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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标 不予刊登。友情提醒：交易有风险 藏友须谨慎
息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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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家传宋明清官窑瓷器，包括宋汝窑碗、三足洗、青白釉人
低 型水注；
以及明代青花龙纹盖碗、龙纹大碗、青花枝叶纹盖碗、高足
价 碗、折腰杯和清代黄宝石釉盘口瓶、
转 信可看图片，十分清楚，价格好商量。茄皮紫盘口弦纹瓶等。加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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