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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行在开始时却没有意识到中国藏家对于 $一切

宫廷之物%的迷恋"这种迷恋或许是出自个人身价的追寻

&拥有皇家的东西也能显示自己的高身价'# 也许来自爱

国主义" 由此可见#$艺术%大概是中国买家在购买$艺术

品%时#最后考虑的一件事情了"事实清晰如下(中国买家

的$疯狂%与$热爱艺术毫无关系%"

永恒的瞬间
历史的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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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相机，轻轻一按，一张照片

就诞生了，数码时代的到来使照相

成了一件简单的事情。可是自照相

术传入中国后的百余年间，昂贵的

摄影曾经只是少数人才能够享有的

一种专利品和奢侈品，加上过去连

年的战争，一场场触及人的灵魂与

肉体的运动，还有多少人能保留哪

怕一张纯粹私人生活的留影。因而，

一张张普通家庭的“全家福”，一幅

幅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我的

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们和亲朋好友们

的小照，能躲过劫难，保留至今，就

更弥足珍贵了。

我的老家原有着很多类似这样珍

贵的历史照片，但大部毁于“文革”灾

难。手头仅有的数十幅老照片成为我

的上辈留给我们后代的最为珍贵的宝

藏。每每翻看着这些劫后烬余的旧照，

那些久远而遥不可及的年代，仿佛如

此贴近。这些老照片大都历经沧桑，不

知见了多少风风雨雨。它们潜藏着诸

多酸甜苦辣，映射着不同时代的特色，

是我祖辈个人、家庭和所处社会的微

观写照，那些被定格下来的瞬间，每张

都记录着一段珍贵的历史，一段美好

的回忆，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一个家

族的变迁。

在我珍藏的老照片中，有一张是

!"!"

年的照片，秀丽端庄的外婆在嫁

往常州我外公之前，她一家人在天津

寓所拍的全家福。照片上外婆的父母

亲即我的外太公、外太婆端坐在中央，

时为民国旧军人的外太公留着当时流

行的八字胡，一副赳赳武将的气派。待

嫁而闺的外婆紧紧依偎着外太婆，依

依不舍。在两边及后排的是外婆的兄

弟姊妹。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北方旧

式大家庭全家福。

听我健在的
"#

多岁的老母亲

说，外婆嫁到南方外公家，因缘于一

件事情。
!"!$

年
%

月，我外公的父亲

即太公（太公潘鸣球为中国科举制常

州最后一代进士）在河南陕县知县

任上，时陕县地处豫西，为入陕要

道。河南督军赵倜与陕西督军陆建

章合资贩卖烟土，一日，由一连士兵

护送约两万余两烟土途径陕县境

内，沿途强行征用车骡运输，乡民大

受其苦。太公潘鸣球获报后，速率县

警备队驰往，悉数查获，并在县衙门

口当场将烟土焚尽，将车骡退还给

乡民，在场围观绅民雷动，直呼“青

天”。此举获当时北洋政府记大功一

次，授予内务部银质棠荫勋章以表

彰。刚从日本留学归来、与太公为同

科进士的沈钧儒先生（著名七君子

之一）闻讯为之撰写了《记陕县焚烟

土事》一文（其手稿珍藏于我家）发

表，同时披露了豫陕督军贩卖鸦片

危害乡民的丑闻，引起朝野震动。太

公也由此得罪了官场上层，遭赵倜

记恨，罢官挂印离去，南下老家常

州。途中又遭赵倜派兵冒充劫匪追

杀。危难之时，太公在河南官场结交

的好友、时为冯玉祥将军手下的骑

兵将领王金堂，也就是后来我的外

太公，立即带兵沿途保护他南下。途

中，两位患难之交的文官武将惺惺

相惜，定下了秦晋之约。
&

年后，外

公迎娶了外婆。据母亲讲，外婆乘火

车从天津南下时，随车的嫁妆足足装

了一车皮。

每一张家庭照片都是一个历史的

定格点，许许多多的点连起来就是一

条线，合起来就是一段历史，是我们身

边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往事。外公外婆

正因为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促成了

一段姻缘，也成就了一个家庭的延续，

直至今日。

向“钱”看世界

中国式“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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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

品市场飞速进

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也引发了

诸多问题。比

较有意思的

是：中国政府

会出台新的

政策去鼓励

艺术品回流

么
'

这是海

外市场人士

普遍关注的

问题。

从今年

纽约佳士得

和 苏 富 比 亚

洲艺术周的拍

卖可以看出，中

国艺术品不论

是古代青铜器还

是民国瓷器，价位

都有大幅度的提

升。没有数以万计的

“顽固的”、“不肯放

手”的中国藏家的推动，

这样的涨幅是不可能实现

的，但是这样的现象也给人

感觉一丝危险。

今年
%

月
((

日，纽约苏富比

推出了戴润斋先生专场。戴润斋先生

来自上海，是极具天赋的艺术商人，也是

中国艺术贸易史上一个传奇人物。他曾

经卖过很多艺术品给布伦·戴奇先生和

赛可乐博士，这批藏品也奠定了旧金山

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华盛顿赛可乐美术馆

的基础。

如果从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出发，一

位艺术商人远离家乡，并将数以万计的

中国艺术品销往西方国家，实在不是什

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失去重要的艺术品

的“愤怒”也已经跨越了亚洲，而被感知

了。这些长期流落西方或者日本的艺术

品，毫无疑问，它们的这种身世遭遇到了

拍场上部分中国买家今天的热情。

青铜器一直是中国文人追捧的对

象，在“二战”期间，西方学者也对青铜器

有了极大的兴趣，这也自然使得大量青

铜器流失海外。但是中国的鉴赏家们、学

者们一直不赞成收藏青铜器，因为这种

行为导致了盗墓等行为发生。但是这种

态度近几年在台湾、香港率先有所变化，

大陆的买家也跟随着这个潮流。越是流

散在西方的文物，越是能激起中国藏家

将其“赎”回国的愿望。

第一个让人吃惊的案例就是一件公

元前
!(

世纪的商代青铜器
)

鼎
*

，在苏富

比上拍的，从
&

万
+,

万美元的估价，被

中国藏家一路抬至
(-./$

万美元。另外

一件公元前
!!

世纪的青铜器，品相也并

不是很好，估价在
(

万
+%

万美元，却最

终以
!-.#$

万美元成交。这样的故事被

重复了太多次了。中国的买家像“信徒”

式的在收集文物而非收藏了。

“疯狂的购买”并不局限于古代青铜

器。一件估价在
!

万—
!.$

万的黄色玻璃

器皿终以
!$./$

万成交。一个“乾隆”的

款式，就意味着它出身宫廷。但是拍卖行

在开始时却没有意识到中国藏家对于

“一切宫廷之物”的迷恋。这种迷恋或许

是出自个人身价的追寻（拥有皇家的东

西也能显示自己的高身价），也许来自爱

国主义。由此可见，“艺术”大概是中国买

家在购买“艺术品”时，最后考虑的一件

事情了。事实清晰如下：中国买家的“疯

狂”与“热爱艺术毫无关系”。

疯狂还在继续：一对
!/

世纪的白玉

碗在苏富比上拍，估价为
(+%

万美元，

最终以
!".&$

万美元成交。一件白玉仿

商代青铜器的玉雕，上有乾隆御题诗。这

件东西看起来很是拙劣，也看不出任何

岁月的痕迹。苏富比的专家却给了
-

万
+"

万的估价，中国疯狂的买家最终更

以
!,$

万美元将其购得。

远不止这些，你会发现任何中国艺

术品只要与历史有关联，不论其本身是

多么缺乏创造力，都能够激起拍场中中

国人的激情。所有人瞠目的同时，我感觉

中国人拍卖似乎像是在做一种任务，不

管好的坏的，古代的近代的，只要是流落

他国的就一定要买回。

每个拍卖专场总有那么两三件绝对

稀有、绝对精美的拍品，但是太奇怪了！中

国人居然放弃了！一件精美的大理鎏金观

音铜像，或许是因为这尊造像还未完全汉

化
)

大理风格
0

，最终以
&##

万美元被外籍

藏家购得
)

四倍于其估价
0

。这是件十分奇

怪的事情，其它国家的藏家为它争破了

头，而中国人却对它似乎毫无兴趣。所有

伟大的作品最后还是留在了西方。

中国的新买家，“这份顽强心是可

取的”，这里的“顽强”指的是中国买家

在拍场上势在必得，尤其当你享受来自

中国买家无尽的资金时，你肯定会这样

评价的。

他一箭射中儿子头顶的苹果
! ! ! !

瑞士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联邦制

国家，与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及列

支敦士登接壤。瑞士也是世界著名的中

立国，历史上一直保持政治与军事上的

中立。瑞士联邦国旗为红底白十字旗。白

色象征和平、公正和光明，红色象征人民

的胜利、幸福和热情；国旗的整组图案象

征国家的统一。这面国旗在
!//"

年曾作

过修改，把原来的红底白十字长方形改

为正方形，象征国家在外交上采取的公

正和中立的政策。瑞士国徽为盾徽，图案

及颜色与国旗相同。

瑞士的中立，凝聚着瑞士人民为争

取自由与独立而斗争的传统精神。瑞士

$

法郎流通硬币和
$

法郎纪念银币上，

都镌刻着民族英雄威廉·退尔的图像。他

是瑞士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象征；他

的传奇故事，不但瑞士人家喻户晓，世界

爱好和平的人们也耳熟能详。

!%

世纪的瑞士，为奥地利哈布斯王

朝所统治。
!%#-

年
!!

月
!/

日，瑞士乌

里州首府阿尔特多夫广场举行奥地利统

治瑞士百年庆典。地方总督盖斯勒下令

将国王的帽子挂在广场中央的柱子上，

命令所有过往的瑞士民众都必须对帽子

鞠躬行礼，以示对国王的尊敬，违者将被

判处死刑。

这一天，威廉·退尔父子正好从广场

经过。但他神情自若，拒绝向国王的帽子

低头。 地利人因此逮捕了他。第二天，

他被押到广场上，勒令当众认罪。

盖斯勒久仰威廉·退尔的箭术。于是

就让他二选一：入狱，或是在百步之外一

箭射穿放在他儿子头顶上的苹果。威廉·

退尔毫不犹豫地拿出两支箭。第一支箭瞬

间就将儿子头上的苹果射成两半。盖斯勒

问他第二支箭做什么用，他说：“如果第一

支箭没射准苹果，反而射到了我的儿子，

我就用第二支箭射穿你的心脏。”

盖斯勒大怒，命令将威廉·退尔终生

监禁。然而，押送威廉·退尔去监狱的船，

途中遇到了暴风雨；船员知道威廉·退尔

精于驾船，只好将其松绑并求救于他。威

廉·退尔将船成功地靠上岸，但一上岸，

他便逃走了。

第三天，威廉·退尔躲在从圣哥达通

往苏黎世必经的一条狭窄通道的一棵树

后，射死了盖斯勒。他也从此销声匿迹，

再也没有被确凿的文字记载提及过。

英雄的故事似乎结束得过于匆促。

威廉·退尔到底是谁呢？传说中他来自乌

里州一个名叫比格尔的小村庄，是一位

令人尊敬的好父亲和一名百发百中的神

射手。但有关他的性格、家庭和生活的内

容，传说中却很少有所描述。

-##

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试图

寻找威廉·退尔存在的依据；但是无论在

维也纳还是在乌里地区山谷背后最偏僻

山村中的教堂资料库中，都没有找到任

何有价值的资料，能证明他的存在或不

存在。或许这个人根本就不叫这个名字；

或许威廉·退尔从头至尾就是人们虚构

出来的一个英雄形象。

威廉·退尔代表的是一个民众，他可

以接受政权，但如果其变成了专制政权，

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反抗：这就是

一个普通农民变成英雄的原因。这一人

物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因此完全有

可能是真实人物。所以，是传说还是史实

其实并不重要。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

想象来渲染威廉·退尔的故事。

面对强权，至死不肯低下高贵的头

颅；面对名利，功成身退，无痕无迹地隐

没于山水历史之间。现在，威廉·退尔的

形象，已经超越瑞士国界而成为一种独

立自由精神的诗意符号。

德国
!/

世纪伟大诗人、戏剧家席

勒，曾以此题材创作出不朽剧作《威廉·

退尔》。
!/("

年意大利歌剧大师罗西尼，

根据席勒的作品又创作出同名歌剧《威

廉·退尔》，其中序曲的四个乐章成为脍

炙人口的名作。
!##

多年前，孙中山先生

倡导、实践中国民主革命时，将威廉·退

尔与华盛顿相提并论为国父楷模。

富裕的现代瑞士人，没有为威廉·退

尔“大修庙堂，广建馆舍”；但他们用难以

磨灭的铸币，为英雄建立了一座“流动”

的世界纪念馆。

蜜蜡的收藏与保养
! ! ! !

蜜蜡是琥珀的一种，是自然界中最

奇幻的珠宝之一。物理性质、化学成分与

琥珀近似，因其“色如蜜、光如蜡”而得

名。最近几年，在收藏品市场中，越来越

受到收藏者的青睐，价格不断上涨。

蜜蜡是浑然天成的，没有丝毫的人

工后期加工。有的通体透明，有的丝丝飘

渺，有细腻的质感。蜜蜡的颜色如蜜，质

感丝润。因其所演化的时间要大大久与

琥珀，所以有“千年琥珀万年蜜蜡”之说。

蜜蜡大多为黄褐色，也有红、绿、黄、

蓝、黑、白、啡、紫等多种颜色。但主要以

蓝种蜜蜡、红种蜜蜡、绿种蜜蜡、雪山种

蜜蜡和无色蜜蜡为主。

蓝种蜜蜡：俗称蓝精灵。珠体均匀、

纯正，颜色随光线和观赏角度而变幻，迎

视成粉蓝色，强光照射表面变为紫红色。

镭射蓝精灵以色蓝、面紫、质清见称，为

蜜蜡之上上极品。

红种蜜蜡：俗称樱桃红水
)

或丝
0

蜡。

醉人欲滴的樱桃红水
)

或丝
0

蜡色泽浓

郁，热情奔放，鲜艳如樱桃果实，娇媚若

绽放玫瑰。

绿种蜜蜡：俗称绿精灵，珠体一色匀

净，宝光璀璨，如绿宝石般鲜阳可喜。优

质绿精灵珠串罕见，价值甚高。

雪山种蜜蜡：雪山种蜜蜡以色深、滋

润、色层和流纹丰富者为上乘。流纹变化

多端，有直、有横，有如云头、有如飞瀑。

无色蜜蜡：此种蜜蜡透明无色，通体

纯净，一尘不染，晶莹清澈，宝光闪烁。

由于蜜蜡品种繁多，色彩纷呈。目前

市场上出现了许多赝品和仿品。收藏时

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学会辨别真假蜜蜡。

辨别最简单的方法是将蜜蜡放入完

全饱和的盐水（
!

：
$

）中，真正的蜜蜡会浮

起来，反之则会沉下。另一种方法是蜜蜡

在燃烧时，会产生一种松脂的香味，而非

塑胶的焦臭味。可用一根细针，经火烤热

后刺入蜜蜡，然后趁热拉出，若产生黑色

的烟及一股带着松香气味的，就是真蜜

蜡。若是冒白烟并产生塑胶臭味的是塑

胶合成的赝品，另外在拉出针时，会“牵

丝”出来的是假蜜蜡，真品则不会。

关于蜜蜡的保养，要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

一、切勿把蜜蜡摆放于高温或阳光

直接照射的地方，过分干燥易生裂纹，尤

其不能见明火。

二、蜜蜡是有机宝石，因此必须避免

与碱性物质，如汽油、煤油和含酒精的化

妆品、指甲油、香水等有机溶液接触，以

防止蜜蜡表层受破坏，令其失去光泽，切

勿使用化学成分清洁剂清洗。

三、蜜蜡硬度不高，因此需小心存

放，切勿摔碰，避免被利器或硬物之类刮

伤。

四、蜜蜡首饰应用密封首饰盒或密

封袋单独包装，不要与其它首饰放在一

起，避免长期暴露于潮湿空气或强烈光

线下，防止氧化。

五、蜜蜡佩戴后可用湿布轻轻檫试，

对于粘灰的蜜蜡，应以温水清洗，再用软

布吸干水渍，最后以少量纯净橄榄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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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轻试表面，即可恢复光泽；一般的

珠宝清洁液不适用于蜜蜡，切勿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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