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卧薪尝胆看赝品
藏友沙龙 /揽澜古玩市场上!阳光下的地摊几

乎都是当代人仿制的东西了 !说

好听点叫现代古玩仿品 ! 说难听

点就是想骗骗不懂行的新手罢

了" 因为!他们都说这是某某朝代

的#老货$%

那天去某古玩地摊市场 !看

到一枚老式信封 ! 内有两张信

笺 !时间为
!"#"

年某月 !似乎是

朋友间的一般通信 ! 书法马马虎

虎 ! 摊位光线偏暗 ! 看东西很费

劲 & 我对这些并不了解 ! 仅仅看

到纸和信封是老的 ! 就买了 & 回

家后 ! 再细细看 ! 才觉得墨迹浮

在纸面怎么可能是有年月的东

西 ' 甚至个别字还是简体字 & 这

次购买 !与其说是一时糊涂!不如

说自己真是外行不懂所致&

其实! 我买的假东西如硬去调

换一件也是可以的!根据行业规矩!只

要你说不喜欢! 不用点破就可皆大欢

喜&然而!我以为!作为收藏人!自己没

有眼光也不怎么懂就下手!退或换了!

也许心中会有些释怀! 但会不会记住

教训呢' 我左思右想!决定不换了!放

在眼前!作为警示!可谓卧薪尝胆&

作为收藏人! 说出这种并不光鲜

的事!是想让更多人明白!市场上如此

多的赝品古玩! 如果自己不懂这一类

型!又缺乏慧眼!你买赝品的机会将会

大大增加& 然后!买了赝品自己放着!

天天看看! 吸取教训! 无须再去退或

换%可悲的是!一些常收赝品的藏友坚

信自己的#眼力$和#水平$!那就可笑

了! 因为! 检验东西真假只需走向市

场!或找朋友多问问看看!就知道东西

对错了! 坐井观天或小心眼的收藏者

都是傻瓜一个&

《丝绸之路》邮票上的文物古迹
收藏天地 /党玉占

近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
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的丝
绸之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早在
2012年8月1日，中国邮政就发行了
《丝绸之路》特种邮票。

第一枚“千年帝京”，图案主要表
现了河南洛阳、陕西西安作为汉代东
西两京两大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洛阳
白马寺和西安大慈恩寺、大雁塔，下方
配图为西域胡人和骆驼形象的唐三
彩。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
第一座寺院；大慈恩寺，唐代长安最著
名、最宏丽的佛寺，大雁塔位于大慈恩
寺内；唐三彩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陶
器，主要分布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与丝
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西文化的
交流密切相关。

第二枚“大漠雄关”，图案主要表
现了丝绸之路的宁夏须弥山石窟与同
为当时对西域交通门户的甘肃玉门关
和阳关，下方配图为马踏飞燕。须弥山
石窟，中国十大石窟之一，始建于北
魏，为固原规模最大的佛寺遗址；玉门
关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
名；阳关因在玉门之南，故称阳关；马
踏飞燕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出土于
甘肃武威，是中国青铜艺术的奇葩。

第三枚“神秘故国”，图案主要表
现了丝绸之路沿途的青海北山土楼
观、新疆楼兰故城，下方配图为鎏金银

壶。北山土楼观，是涅中羌人为纪念东
汉护羌校尉邓训在北山修建的“贤圣
之祠”。明末清初，北山土楼神祠成为
佛道合一的地方；楼兰是西域古国名，
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若羌
县境内；鎏金银壶1983年出土于宁
夏固原，是波斯萨珊王朝一件金属手
工艺品。

第四枚，“西域胜境”，图案主要表
现了丝绸之路沿途的新疆高昌故城、
新疆龟兹克孜尔石窟，下方配图为仙
人奔马玉饰。高昌故城维吾尔语即“王
城”之意，是古代西域留存至今最大的
故城遗址；龟兹克孜尔石窟，又称克孜
尔千佛洞。它是我国开凿最早、地理位
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在中亚和中东
佛教艺术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仙人
奔马玉饰，1966年出土于陕西咸阳，
玉饰玉质洁白，莹润如脂，是汉代出土
玉器中的绝世佳作。

小型张名为“交流”，图案由敦煌壁
画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与《反弹琵琶
图》上下组合而成，边纸图案为大漠中
的嘉峪关长城和敦煌莫高窟千佛洞。敦
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以石窟和
壁画闻名天下。因为张骞出使西域对开
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
贡献，所以“交流”图案中选取敦煌壁画
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嘉峪关是万里
长城西端的终点，古代丝路必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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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娴作品展移师常州
刘海粟女弟子

本报讯 上周六，刘海粟女弟子
潘娴作品展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幕。

潘娴1978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
学艺术系，1981年拜入刘海粟大师门
下，刘海粟曾为她题词“学海轩”。
1985年，潘娴在东京艺术大学日本画
科的平山郁夫及下田义宽教室做研究
生，研习东洋画法，此后曾在多地举办
个展及联展，在东京东洋美术学校中
国画科、日本浦安市国际交流协会担
任水墨画讲师。潘娴还曾参与过《刘
海粟夏伊乔书画作品集》、《一代影后
陈云裳》、《李嘉诚》等书的编辑工作。

本次展览展出作品 60余幅，包
括国画、书法、油画等中西作品。此前，
这批作品曾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与观
众见面，此次来到常州，尤其在恩师纪

念馆中举办，潘娴深感“十分荣幸”。
潘娴的艺术天地宽阔而丰富，跨

越中西绘画的界限。她擅山水、人物、
花卉。她的画作，在工细与写意之间游
走，别有生趣。山水画方面表现尤其卓
越，既传承海老苍润雄健的画风，又自
有新意。她的笔墨的浓淡干湿，较多细
致的变化，泼墨、泼彩挥洒自如。画作
在壮丽的山川胜景中，又增添了女性
的细腻与妩媚。在油画及丙烯画方面，
可以清楚看到潘娴受海老影响颇多，
充分运用西式颜料的特性，以丰富的
色彩及浓重的肌理，同时加入勾勒线
条，融合中西，造就其清新活泼的画
风。

本次展览将于7月18日结束。
(沈芸)

常州青年精英书家
作品在画院展出

快 讯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青年精英
书家作品展在常州画院开幕，市人大
副主任杨建、市政协副主席居丽琴出
席。

今年，为增强书法家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在“书法百千万工程”基础
上，市书法家协会按照市文联“一会一
品”的要求，又推出“书坛青年精英提
名展”品牌，以协会中 45周岁以下、
在书法创作上有成就的书家为主要对
象，分别举办多人提名展和个人提名
展，打造常州青年名家的品牌，推出一
批青年精英，对全市书法创作起到一

定的示范作用。
此次展览，提名了35位青年精

英书家，展出作品70件。这些书家有
的擅长行草，有的擅长篆隶，有的擅长
楷魏，有的擅长篆刻和刻字，有的碑帖
皆融，风貌多样。近年来，他们在中国
书协和省书协举办的一系列重大展览
中，频频入展、获奖，不少人在全国书
坛已有一定影响。展览现场，不少观众
感慨展览是对我市优秀青年书家作品
的一次集中展示。

本次展览由市文联、市书协共同
主办，市书法院承办。 (沈芸)

2014春拍：量价齐缩
市场旁观 /宗禾

进入7月，国内各大拍卖行热火
朝天的艺术品春拍已陆续收官。分析
北京保利、中国保利和北京匡时等
几家龙头拍卖企业的成交结果发
现，相比去年秋拍所取得的成绩，今
春这几家拍卖公司的成交均略有下
降。从板块来看，中国书画虽然至今
未出现亿元成交的拍品，但总成交
额依然占据整个艺术拍卖市场半壁
以上江山，成为最聚人气的板块，对
市场的支撑作用明显；相比之下，为
数不多的几件亿元天价拍品都流向了
占比相对较小的瓷杂板块，而且是在
香港市场；油画和现当代艺术火爆程
度明显不如去年。

赝品搅局依然困扰市场

今春艺术品拍卖市场备受关注的
焦点话题当中，最吸引眼球的便是屡
屡上演的“流拍”现象。

在北京保利、中国嘉德等国内顶
级拍卖公司举槌的古代书画拍卖专
场，像赵孟頫、八大山人、董其昌等一
些历来在市场上具有较高号召力的大
家名作，拍前被评估机构寄予厚望，有
些甚至被视为有望过亿的拍品，均在
举槌后遭遇流拍。在北京保利的专场
上，两件大师作品惨遭流拍。其中一件
是曾在 2004年中贸圣佳春拍上以
2860万元人民币创造当时陈洪绶个
人拍卖纪录的《四时花鸟》册页 (十
开)，今年保利对其估价5000万元人
民币至6000万元人民币，最终未能
成交；另一件是作为图录封面的陆俨
少《罗浮新颜》，现场起拍价 4000万
元，结果无人响应。中国嘉德举办的春
拍中，赵孟頫《致宗元总管札》，原估价
为 4500万元人民币至 5000万元人
民币，当晚在拍卖现场被临时降低估
价至 3800万元人民币至 4200万元
人民币，而起拍价仅为3200万元，但
最后还是流拍了。据一些业内人士所
作的不完全统计，今春中国嘉德重点
专场“大观之夜”古代书画拍卖会上，
总共推出了18件拍品，但最终成交
率仅为61.11%。

流拍的现象，在其它拍卖企业身
上亦不少见。今春流拍的多是一些机

构拍前颇为看好的名家精品，也是在
整个市场中被视为塔尖上的拍品，主
要集中在赵孟頫、陈洪绶、八大山人、
沈周、董其昌等一批古代大家身上。

对于今春频现的流拍现象，北京
保利公司的李雪松事后作过一个分
析，认为这些拍品最终未能成交的原
因很可能是估价高于藏家接受范围，
或者藏家对作品的真伪无法确认。
“不管对投资者，还是对于一名真

正热爱艺术的藏家来说，假货都是一
文不值的，关注它们只会浪费时间。”
艺术评论家刘释之表示，正因为古代
书画普遍存在的鉴定困难问题，才给
鉴定相对容易或者比较有保障的现当
代书画板块留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藏家对作品真伪历来是高度敏感的，
这一次没把握，他们就会把目光放到
下一次。宁愿错过十件精品，他们也不
会去买一件赝品。”

不过，个别拍品的流拍、割肉，并
不意味着今春的书画市场开始走向低
迷，这是市场逐步走向理性、藏家不断
成熟的一种表现。对于买到过赝品的
藏家来说，他们肯定会吃一堑长一智，

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分辨力。反过
来，这又会倒逼一些赝品退出市场。

警惕当代板块虚火上升

除了流拍，今年较受关注的另一个
问题是局部市场炒作过度的现象。

根据业内人士统计，2014年春拍，
当代书画板块的成交，与以往相比出现
较大的增幅，活跃度开始变强。不过，最
近几年，随着名家赝品大量涌入市场搅
局，很多买家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收藏重
点转向真伪鉴定相对较为方便、安全更
有保障的当代书画板块。

在一些投资机构看来，当代书画板块
投资周期较长，升值空间相对较小。但事
实上并非如此，从近年来一些研究机构发
布的市场报告看来，一大批当代艺术家的
作品不仅开始向亿元俱乐部冲刺，而且其
单价亦屡屡超越一些近现代名家。譬如，
吴冠中、何家英、范曾、黄永玉等当代艺术
家，其作品在拍卖市场可以用天价来形
容。从市场上公开的成交纪录来看，一件
当代艺术家作品的价格，可以买到两件甚
至三件近现代名家的作品。

有专家分析，很多人都错认为当代
书画投资门槛低、保真性强，是资金实力
不够雄厚的小藏家的大舞台。而实际上，
恰恰是一些大财团和大机构的介入，让
这些当代名作的价格水涨船高。在局部
市场上，一些画家的作品甚至已经被炒
到了天价。

在 2014年春拍中，一些拍卖行的
总体成交额虽然比上一拍季略有回调，
但是，当代书画板块却出现了不同幅度
增长。譬如北京保利，今春推出的三个
水墨专场，总成交额就达到了 2.3亿
元，而中国嘉德举行的“当代书画”专
场，总成交额也达到了 9625万元，成
交率则高达 88%，相比成交率仅为
61.11%的古代书画专场，自然是另外
一番火热。

在不少专家看来，局部市场的炒作
目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为此，包
括中国嘉德在内的一些龙头拍卖企业已
经开始尝试通过提升上拍门槛的机制来
给市场降虚火。事实上，当代书画板块的
价值和价格仍有待市场检验、沉淀，学术
上也在慢慢梳理，投资者须对之保持理
性谨慎的态度。

会“生儿育女”的海马爸爸
向钱看世界 /吴小林

海马是鱼不是马。它是一种最不
像鱼的形状古怪的硬骨鱼。海马的名
字源于它的头部酷似马头。此外，它还
有类似蜻蜓的眼睛、虾的身段和一根
长长的象鼻般的尾巴，整个身体无鳞
并包裹在骨环所形成的甲胄中，看上
去仿佛一匹披甲的战马或一具有棱有
角的精美木雕。

海马头部弯曲与身体形成直角，
头顶有皇冠式的角棱，口不能张合，因
此只能吸食水中的小动物。海马的眼
睛很特别，可以不用转动身体，而分别
向上下、左右或前后观看。这个本领，
除了蜻蜓和变色龙，其他动物都不具
备。

海马有30多个品种，主要分布
在热带和亚热带海洋，常栖于海底的
海草丛中。平时海马喜欢把尾部缠绕
在海草上，过固定的生活，有时也会倒
挂于漂浮的海藻上，随波逐流。当它因
为摄食或其他原因需要“移动”时，它
会将身体直立于水中，靠小小的背鳍
和胸鳍的波状摆动，缓慢前进或转向。
海马的游姿十分优美，但因为没有尾
鳍，游速之“慢”，堪称鱼类世界之最。
海马以蠕虫、浮游生物和小型甲壳动
物等为食，却又素以抗饥饿出名，4个
月不吃东西也不会饿死。有趣的是，海
马还有保护色，它会随着环境变色为

白、黄、红、紫、绿等不同颜色，以躲避
敌害。

更奇特的是，动物界一般由雌性
动物担负的“生儿育女”工作，在海马
家族中，居然完全转换为“海马爸爸”
的神圣职责。原来，雄海马腹部肛门后
面，天生有一个特殊的“育儿袋”。交配
时，雌海马不在水里或水草上产卵，而
会将卵产进雄海马的“育儿袋”中。雄
海马“育儿袋”的作用，同雌性哺乳动
物的子宫功能很相似。内壁密布许多
微血管与胚胎的血管网相连，以供应
胚胎发育所需的养料。雄海马“怀孕”
20天后即可将卵孵化，这时，育儿袋
的袋口会自动打开，雄海马则将尾部
紧缠在海草上，靠身体不停地做出伸
直和弯曲的动作，将小海马一尾一尾
地从育儿袋中“分娩”出来。有的小海
马因依恋而不肯离开温暖的“家”，海
马爸爸会把腹部抵在硬物上，强行把
它们“挤”出来。雄海马这种“生产”后
代的方式，成为动物王国中唯一由雄
性产子的特例。

海马爸爸不仅在几十天的“妊娠
期”中，会精心照料“大肚子”里的海马
宝宝，即使小海马出生后，海马爸爸也
照样会无微不至地关心它们。奇妙的生
殖角色和感人的妈妈亲情，让海马爸爸
当之无愧地赢得“模范丈夫”的称号。

海马是一种名贵药材，与人参一样
有名，我国有“北方人参，南方海马”的说
法。海马买卖在世界上不算小生意，有卖
活的，有卖干的。活的可供水族馆，或作
食品；干的可制成珍贵的纪念品，或供药
用。由于人类的无节制捕获，加上海洋珊
瑚礁和海草床的恶化，野生海马的栖息
地正在日渐减少，数量也在急剧下降，濒
临灭绝。目前海马已成为世界一级保护
动物，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太平洋岛
屿国家，都发行过保护海马的精美硬币。

在千奇百怪的动物世界中，有关海
马的传说和秘闻，一直深深吸引着我。自
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我收藏的海马
硬币已超过10枚。硬币图案中，既有典
型的海马形象与海马尾部缠绕海草或珊
瑚枝的生活场景，也有疑似雄海马“怀孕
待产”的景象。其中有枚圣马力诺1975
年发行的2里拉铝币，非常珍贵。铝币
图案以传说中的海马“一夫一妻制”为主
题，刻画了一雌一雄两条海马（其中雄海
马似乎已经怀孕），直立相拥，交尾接吻，
情意缠绵，忠贞恩爱。这是所有海马硬币
中较为罕见的美丽图案。

然而，大量科研成果表明，传说中海
马的“一夫一妻制”并不确实。不仅“模范
丈夫”会“花心”，几乎每只海马每天都会
通过颜色改变、尾部打结和同步游泳显
示出求爱迹象。这个“发现”似乎有点令

人伤心，但对动物本身而言，却并非是件
坏事。因为从动物学角度出发，在生态环
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从一而终”的“一
夫一妻制”，只会加速该物种的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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