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青花云龙纹小盖罐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报道文博收藏最新资讯
2022 年 8 月 5 日

本期
导读

数字报：
http://epaper.dfsc.com.cn

刊号 CN-35（Q）第 0078 号
逢周五出版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石狮日报社主办
负责人：胡毅杰

第 29 期 （总第 964 期）

一枚银元见证红军
西征至海原

该器通高12.8厘米；
圆口，
短直颈，
丰肩，
下腹
内敛，
下承内挖式圈足。
盖面及外壁以青花装
饰。腹部绘云龙纹，呈
升腾姿态，下颌前伸，
牙爪锋利，毛发飞扬，
呈赶珠姿态，
威风凛凛；
底款“大清康熙年制”。
该器在中国嘉德2022年
春拍中以207万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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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下——西夏文物特展”
亮相长沙博物馆

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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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是青铜器中地位最重
要的器类，是当时社会上层
进行祭祀、宴飨等活动时最
重要的礼器之一，同时也是
他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用
具。关于鼎的用途，考古发
掘出土的鼎的底部与足部常
还保留着烟炱的痕迹，说明
鼎当是炊器，用来煮熟食物
的，这就是《玉篇》说的“所以
熟食器也”。当然，鼎还可以
用来煮水或作为盛器装肉以
及一些调味品。
鼎最常见的器型是三
足、两耳，如果是方鼎，则四
足两耳。方鼎的造型始见于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方鼎，
一改史前陶鼎均为圆形、三
足的传统，表现了二里头文
化新的精神追求。当时的制
陶技术并不便于制造方形器
皿，因此推测二里头文化的
陶方鼎应是模仿青铜方鼎，
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二里头

文化的铜方鼎。最早的青铜
方鼎出现于商代早期，郑州
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这件
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商代早
期铜方鼎（见图）。方直严整
的造型、粗壮稳固的柱状四
足、高大的体量，赋予方鼎特
有的雄壮威严的气势，与方
正严整的王都隐隐呼应，释
放出强烈的礼制诉求。
此器硕大的体型、复杂
的结构对青铜冶铸技术有着
很高的要求，体现了商代早
期的复合范冶铸技术趋于成
熟。外壁装饰的兽面纹可溯
源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但商
代青铜礼器的兽面纹将神
秘、狰狞的神性内涵发挥到
极致，充分体现了青铜礼器
沟通人神天地的功能。
这件青铜方鼎堪称是造
型艺术、装饰艺术、礼制内涵
三者和谐统一的典范之作。
（王国良）

明代五彩凤穿牡丹纹罐
厘米；
翻唇、
短径、
溜肩、
鼓腹、
平底；
肩部饰缠枝莲花，
腹部
描绘翩翩飞舞的彩凤穿梭于
牡丹之间，
色彩浓艳热烈，
纹
饰华丽优美。画工精细，釉
色鲜亮，
堪称精品。
彩绘瓷器在中国陶瓷
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源
远流长。五彩瓷的出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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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彩绘
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在已烧成的瓷器上，用多种
彩料绘画图案花纹，再入窑
以低温第二次烧成，即为五
彩。五彩瓷器的精美依赖
于整个制瓷过程，从制坯、
烧成、彩绘、二次烧成，环环
相扣，一丝不苟。绚丽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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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彩特征，则是绘制工艺
创造的结晶。
明代所有皇帝中，万历
朝历时最长，达 48 年，也是
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
时 期 。 此 朝 瓷 器 ，数 量 巨
大，器型丰富，尤以五彩瓷
器的生产达到较高水平，在
国际上素负盛名。
这件五彩凤穿牡丹纹
罐使用的色彩有红、绿、黄、
紫等，构成一幅五光十色、
绚 丽 多 彩 的 画 面 ，专 家 认
为，应为明万历时期民窑中
的富贵佳器。
明代五彩瓷器经过数
朝的发展，到嘉靖、万历时
已然相当成熟，质量和数量
蔚然可观，开创了五彩瓷制
作的新局面。万历朝的釉
上五彩与嘉靖时期的五彩
色彩多有相同之处，以大红
大 绿 、施 彩 繁 缛 为 基 本 风
格，对比强烈，装饰繁密，色
彩壮丽，制作工艺和造型亦
大同小异，因此经常被归于
一类器物。但嘉靖五彩多
用 孔 雀 绿 彩 ，万 历 五 彩 则
否，形成两朝五彩器的主要
区别。
编辑部：0595-88727096

收藏群体中的尴尬现状

商早期兽面纹青铜大方鼎

在中国瓷器鉴赏中，素
瓷和彩瓷代表着两种截然
不同的审美取向。釉上彩
绘瓷发源于北齐，成熟的器
物始见于唐代长沙窑，宋代
磁州窑则将此工艺技术发
扬光大。北宋时期，北方著
名瓷窑磁州窑所烧造的白
底黑彩、白釉红绿彩、白釉
绿彩等品种，无疑是明清五
彩瓷器的先声。据目前的
实物资料证明，金代磁州窑
系烧造的釉上红、绿彩瓷器
是最早的釉上五彩瓷器。
明代以后，中国的瓷器生产
从素瓷为主转入以生产彩
瓷为主。明中晚期，五彩瓷
的制作达到较高水平。
五彩瓷器成熟于明代，
是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瓷器
生产中最为著名的品种，从
明清至今，颇受人们喜爱。
五彩瓷并非一定要有五种
色彩，施彩的多寡往往依据
整体装饰效果确定。
镇江博物馆收藏的这件
明代五彩凤穿牡丹纹罐（见
图），
高13.3、
口径4.5、
底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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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艺术品拍卖
市场风生水起。几乎每年每
季的拍卖中，频繁呈现的亿元
拍品，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收
藏市场很火很诱人。正是这
种印象，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
这个圈子中来。然而在一些
专业人士看来，我国艺术品市
场尽管数据很亮眼，但是依然
有很多尴尬问题亟待解决。
有市场观察人士曾经指
出：很多新的买家购买艺术品
大体有以下几种目的：一是要
显示自己有身份、有文化，需
要一些能够“充场面”的艺术
品，在家里、办公室挂一下；二
是听说艺术品涨势迅猛，于是
出于盈利心态投资、希望短期
获利；三是用艺术品进行礼尚
往来；四是买了放家里不管不
顾 ，慢 慢 等 升 值 。 这 四 种 情
况，其实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收
藏，这四类人也称不上是真正
的收藏家。真正的收藏家，应当热衷于
围绕藏品本身做探索研究，并积累和掌
握丰富的相关鉴赏知识。
也有专家指出，当今有九成以上的
新入藏者都是抱着纯粹的投资心态进
来的。有的收藏者为了竞得某件藏品，
甚至不惜一掷千金，目的并不是为了收
藏，而是为了投资或者投机。这些抱着
纯粹的投资心态进入收藏市场的人，可
能没有搞明白一件事：艺术品并不是一
个普通的投资品，它也有自己的门槛。
如果你不养成学习的习惯，不积极吸取
经验和教训，结果就很容易犯错误，而
且是犯很大的错误——被人骗得血本
无归。因为在艺术品市场中，如果你缺
少知识，投资艺术品就很容易陷入“迷
信”——迷信大师、迷信名气、迷信专
家，
进而成为被别人炒作后的接盘者。
近年来，很多拍卖行陆续推出一些
“名人”收藏专场，从成交情况看表现不
俗。但有声音指出，即便这些藏品有所
谓“名人”形象加持，甚至一些个人品牌
叫得很响亮，但其实有些“名人”不过是
一些较早入市的古董商，还有一些甚至
就是与收藏毫不沾边的历史人物，因此
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藏品真伪无疑或者
价值就高，
切不可一味地盲从盲信。
另外，急于求成的投机心态，导致
艺术品倒手率非常高，通常不到五年又
会投放市场。任何一件艺术品的身价
涨跌，都有其时间和空间规律，如果频
繁见诸市场，收到的结果不论是涨还是
跌，都会在潜移默化中消磨掉藏品未来
升值空间。
要想改变目前收藏圈的种种乱象，
藏家首先要提高个人修养，搞收藏切不
可急于求成，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积
累，才能探寻出藏品中无尽的价值，体
会到收藏的快乐真谛。
（王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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