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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网友近日入住了西安
一处兵马俑主题民宿，据称，房
间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兵
马俑”，十分惊悚。哭笑不得的
经历引来专业人士发声，称“这
是一个非常差的创意”，并表
示，长期以来，兵马俑作为大众
对秦始皇陵的唯一印象，其实
只是其陪葬系统的冰山一角。
如何让大众真正认识秦始皇陵
和秦始皇创造的历史？有考古
学者称，在未来，游客戴上VR
眼镜，无论在哪，都能看到2000
年前的模样。这不仅需要现代
科技加持，还需要大量真实数
据作为基础。

十几年前，电影《神话》就
曾以影像语言构造了秦始皇陵
地宫的“无重力空间”，车马、兵
俑、宫殿悬浮于地下，犹如宇宙
中的星体，不乏恢弘、神秘。其
实，这和兵马俑主题民宿本质
上并无区别，也是长久以来人
们走近历史的一种惯用方式。

以考古成果——一件物品或一
处遗址为原点，借传说或想象
为其“赋魅”，吸引人们关注、了
解相关文化历史。但这种方式
有一个明显的弊端，相比于历
史本身，人们更易于接受故事，
而相关故事往往不真实，甚至
是胡编乱造的，且经常受通俗
文学、影视文化的影响，陷入机
械复制，这样一来，反而遮蔽了

文物、遗址承载的文化历史信
息，令其得不到有效的认知。

有考古学者称，大众对考
古有两种误解，“一种认为它太
专业，另外一种认为它像盗墓
笔记”。“像盗墓笔记”无疑就是
以故事为文物、遗址“赋魅”的
负面效果，而“太专业”则令笔
者反思，大众无法走近考古、走
近历史的原因真的是“专业”
吗？

2017年开播的文博探索节
目《国家宝藏》曾邀请专业人士
展示了《千里江山图》从开采颜

料矿石到一层层着色的种种细
节，矿石研磨后过滤多少次，五
层画稿的作用分别是什么，非
遗、绘画等专业知识和技巧，让
观众津津乐道，甚至跃跃欲试；
节目还展示了越王勾践剑的微
观世界，经过探索50倍显微镜
下菱形纹周边凹槽的作用，复
原了2500年前由青铜与锡交织
而成的剑身原貌，令人赞叹不
已。由此可见，专业知识、科学
技术不仅不是“门槛”，还是引
人注目的一大亮点。

这是一个人们注重体验、
乐于体验的时代。看穿越小
说，体验的是在另一个时空中
生存；打仙侠游戏，体验的是以
御风而行、瞬移等超能力上天
入地、斩妖除魔。对未知时空
的好奇、对自身不具备的能力
的向往，构成了大众尤其是年
轻人的体验需求。不难发现，
完整呈现对文物、遗址等考古
对象的探索过程，正可以满足
这些需求——看到越王勾践剑
的原貌，仿佛回到了2500年前；
欣赏非遗、绘画专家的精工细
作，让普通人打开工匠们的世

界，窥见其工作日常。这是专
业的魅力。反观兵马俑主题民
宿这种可能不够专业的创意，
往往不是给人们带来不愉快的
体验，就是将人们引入过度消
费文化遗产的误区，这才是人
们无法走近考古、走近历史的
真正“门槛”。

前不久，在四川江口明末
战场遗址，科研团队利用电阻
率成像法等探测手段，获取河
床基岩的三维结构模型，找到
有利于水下金属文物富集的
“凸岸”。据笔者了解，早在
1977年，越王勾践剑就曾接受
质子X荧光无损检测。密集运
用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一直是
考古和文化遗产研究的常态，
而这一过程作为审美对象呈现
在大众面前，有可能引发人们
观念上的转变，让人穿越时空
的不是传说、想象，而是真实科
技运用的迷人魅力，人们走近
历史的方式将因此刷新。因
为，专业与科技带来迫近真实
的无限可能，会永远吸引着人
们的目光。

（楚卿）

我们用何种方式走入历史探寻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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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市场的发展与反思
中国艺术品市场经过改革

开放以来40年发展，取得了长
足进步，在市场规模、结构与业
态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
些新情况、新问题与发展的新
机遇。总结与分析、反思中国
艺术品市场的发展，非常必要。

近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发
展较快。我们培育了一个近
4000亿元的艺术品市场及相应
市场体系，市场发展的规模结
构不断丰富，新业态不断生发，
表现出蓬勃的创新发展态势。
经过40年不断发展，中国艺术
品市场的价值发现平台逐步建
构形成，最突出的市场表现就
是好的作品可以卖出好的价
格，市场的价格逐步地在向价
值，特别是艺术价值回归。收
藏家和收藏机构队伍规模不断
壮大，这支队伍经过40多年历
练，实力不断增强，眼光不断国
际化。艺术品交易体系不断完
善，快速发展，现代画廊业、现
代拍卖业、博览业及其新兴的
市场业态得到了快速发展。

当前，中国艺术品市场发

展进入平台期：市场交易规模
徘徊不前，形成了市场规模平
台效应。拍卖业总成交额大约
保持在600亿元的规模水平，
艺术品市场总交易保持在4000
亿元上下。现有条件与模式
下，拍卖业的能力发挥得几近
淋漓尽致，再拓展的能力有限，
但征集难、结算难、拍假与假拍
的老大难问题依然未能解决。

中国艺术品市场及其收藏
爱好者参与人群已达近1亿
人。参与机构水平与能力在不
断提升，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
包括各大银行、保险公司、信托
公司等都在参与艺术品投资，
不同类型的大型研究机构及高
校都在积极参与艺术品投资人
才的培养与行业的研究分析，
加之各种类型的投资运营机构
广泛参与，使得艺术品市场的
关注度得到了迅速提升。目前
许多媒体都在参与艺术品市场
推介，媒体的广泛参与是社会
关注度提升的重要方面。

艺术品市场国际化格局正
在形成中。中国艺术品市场国

际化格局已开启，这种国际化
进程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中
国艺术品走出去，二是国际艺
术品引进来。全球艺术品市场
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走向多元化、多样化与多极化。

艺术消费时代正在到来。
随着人均GDP不断提升，人们
的消费结构进入快速转型期，
文化艺术品消费不断崛起，这
是艺术品消费发展的不竭动
力。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大目
标、大趋势就是不断推动艺术
品市场与消费大众化。这种大
众化，一方面是指参与的大众
化、消费的大众化；另一方面，
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社会美育的
大众化。艺术品消费的发展是
一个过程，随着人们消费能力
与水平不断提升，消费的中高
端化发展与提升在所难免，这
关键取决于艺术品综合服务平
台的建设水平以及消费产品的
提供能力。

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艺
术品市场问题多、秩序乱的现
象仍旧存在。

在不断拓展市场规模，丰
富市场结构，提升业态发展水
平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升中
国艺术品市场在中国文化产业
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中国艺术
品市场近几年发展虽然非常
快，规模也不断拓展，但其在整
个文化艺术产业发展中的战略
地位始终没有得到凸显。

中国艺术品市场创新发展
须寻找新的发展力量。要解决
艺术品市场存在问题，不能仅
依靠艺术品市场自身的发展。
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要依靠
资本力量建构诚信机制，尽快
确立定价机制、拓展退出机制、
完善支撑服务体系。 （西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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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列支敦士
登首都瓦杜兹的国家博物
馆中，一个名为“风雅艺趣
——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艺术”特展拉开大幕。

这 是 继 北 京 画 院
2015年4月首次将馆藏齐
白石真迹带出国门、在匈
牙利国家美术馆举办专题
展之后，与欧洲国家级博
物馆进行的又一次艺术交
流展。与3年前的齐白石
个展不同的是，“风雅艺趣
——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艺术”特展所展出的70余
件作品是以齐白石的馆藏
精品为主，辅以吴昌硕、关
良、叶浅予、贺友直等诸多
名家真迹，并结合文玩器
物，意图多角度呈现出中
国传统文人笔下饱含深意
的斑斓世界。

无论是再平常不过的
蔬果草虫，还是文人雅会
时的曲高和寡，所展出的
绘画作品试图从文化、风
俗、生活、信仰等多个层
面，让处于另一文化语境
的观者能够更为深入地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文人生
活。西方的观者既可以从画
作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人
用梅兰竹菊四种花卉植物
来暗喻气节和品格，用何等方
式来读书、观画、品茶、饮酒和
抚琴，也能够直观了解中国戏
剧的人物造型，百姓的生活智
慧及其对吉祥、美好的向往。
这些唯美的画作将中国人热爱
大自然并享受生活，“以物寄
情”来倾诉丰富内心世界和人
生追求的表达方式表露无遗。

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
馆长雷诺�沃康摩尔表示，列
支敦士登及其周边如瑞士、奥
地利、德国在内的德语系国家
大多数博物馆和美术馆鲜有
中国艺术的馆藏和相关研究
人员，以至于对中国悠久的古
代文明和璀璨的传统文化缺
乏系统且直观的认识。相比

较我国当代艺术和艺术
家们在西方语境下的国
际影响力，很多观众甚至
片面地认为中国仅有当
代艺术作为现阶段文化
输出的精华和骄傲。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
多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开
始与西方名馆建立交流
项目。但相比较西方博
物馆和美术馆更为现代
的展览设计理念、更成熟
的市场传播体系，以及学
术研究与策展两个独立
专业更为系统及完善的
结合，我国交流去西方的
本国经典艺术展览则欠
缺新意。尽管我们拥有
海量艺术瑰宝，但在西方
的艺术展多半以单一展
示为主。青铜器或兵马
俑等器物类还相对好些，
最难做的就是绘画类展
览。令我感触最深的是，
很多经典绘画展大都只
是进行一个悬挂和展示
的简单过程，并站在主观
语境下以一种“想当然”
的粗略描述展现给外国
观者，欠缺站在西方观众
的角度进行解读和阐述。

如果说博物馆外悬
挂的街旗和馆内的易拉

宝海报乃是展览宣传的常规
配套方式的话，那么素有“邮
票王国”美誉的列支敦士登则
让邮票与画作的完美结合成
为了展览宣传的特殊手段。
“风雅艺趣——中国人的

生活�智慧�艺术”特展在列支
敦士登国博的举办为我国经典
艺术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模式
与思考：任何有意义、有价值的
深层文化交流不应仅是让观者
认识到另一种文化背景和思维
体系的存在，而应在享受美好
艺术的过程中，试图站在对方
的角度研究、分析并总结两种
文化语境的异同，从而有利于
双方更为顺畅的沟通与相互
理解。 （王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