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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是一件认真活儿

叶圣陶篆书《含秋草堂》，成交价8.05万元

西泠印社艺术品鉴会
在泉州举行

本报讯“桑莲雅集——西泠印社艺术
品鉴会”日前在泉州桑莲居艺术馆举行。

西泠印社创办于1904年，经百年传

承，融诗、书、画、印于一体，在国际印学界

享有极为崇高的学术地位。本次品鉴会汇

集了中国近现代书画名家艺术精品以及西

泠印社当代社员篆刻作品共计70件，不少

名头大、小而精的艺术珍品同台展出，值得

收藏与把玩的手卷、册页、咫尺千里的扇面

也是此次品鉴会的特色。（记者 洪亚男）

齐白石最大画作
近60年首度亮相拍场

本报讯 还没上拍，就被贴上了“史上最

贵中国艺术品”的标签，它就是齐白石所绘

的《山水十二条屏》。日前，这件巨型画作在

时隔57年后，回到它的诞生地北京，并在保

利艺术博物馆公开展示。

据悉，这组作品创作于1925年，那年也

是62岁的白石老人进入其“衰年变法”艺术

阶段的第4个年头。这组作品是齐白石风

格转型期最具代表性的山水画作，也是他目

前可流通的尺幅最大画作。（记者 李自涌）

艺术动态

漳州百名书画家作品展
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本报讯 记者日前获悉，漳州市百名书

画名家作品展将于3月25日在中国美术馆

开幕。

据了解，本次参展作品共153件，汇聚

了漳州市美术书法的国家级会员、漳州籍

在外地工作的美术书法国家级会员以及漳

州先贤书画名家精品力作，展览共分乡贤

遗风、桑梓情怀、传承创新三大类。而去

年，漳州市百名书画名家作品展已先后在

漳州、福州成功举办。 （记者 李自涌）

张文佑、查显义
书画小品联展在泉举办

本报讯 “2015妙造心相——张文

佑、查显义书画小品联展”日前在泉州举

办。张文佑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其

精研楷、行、草、隶，尤以小楷取法魏晋而独

具一格，曾获得全国首届青年书法篆刻奖、

全国“杏林杯”电视书法大赛入围奖、全国

第三届书法兰亭奖等。查显义现为中国美

术家协会河南分会会员、中国诗词学会会

员，画作题材广泛，花卉、翎毛、虫鱼、走兽、

山水、工写皆精。 （记者 李自涌）

泉州师院美设学院举行
2015届毕业生作品展

本报讯“凝彩——泉州师范学院美术
与设计学院2015届毕业生作品展”日前举

行。据了解，本次展览先后汇集了该院美

术类、动画类、设计类毕业生的200余件作

品，内容涵盖绘画、动画、设计、装置艺术

等，展览可谓艺术与文化创意交融互动的

盛宴。展出作品从构思草图到完成作品，

显现新的形态、新的取向与风格，表现出青

年学子主题的时尚性、类型的交叉性、文本

的视觉性等诸多特点。 （记者 李自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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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术支撑画价

作品名称：瑞峰岭上涌江涛
作 者：李硕卿
创作年代：1963年
尺 寸：63×87厘米
款 识：泉州城东公社春耕抗旱奇迹之一

1963 李硕卿
钤 印：硕卿画印、李氏
拍卖公司：福建居正拍卖行有限公司
拍卖专场：2015迎春艺术品拍卖会
估 价：3万元—5万元

国画大师李硕卿一生始终和人民群众
保持着深厚的友谊，这使得其艺术保持着朴
实的本质，又加深了其作品的意境。他的此
类画作，深情逼真，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瑞峰岭上涌江涛

一位画家作品价格的高低，不光

与作品的好坏有关，还与他目前的社

会身份（是否名家及其头衔）、原有的

画价基数相关。而这三者，可以称

作“学术指数”、“人气指数”和“市场

指数”。一般来说，“人气指数”会

最大范围地引起社会人群的关

注，“市场指数”主要以收藏买家

为服务对象，“学术指数”则在

三者之中处于最高地位，只是

真正能读懂它的少很多。

而在著名的书画鉴

定家朱浩云看来，学术

与市场价格往往有着

密切的关系。学术

价值高的，市场

价高；学术价

值 低 的 ，

市场价低，他以元代为例进行说明。

尽管只有不到百年的时间，但是元代

在我国的绘画史上却是一个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时代。这一时期，文

人画异军突起并形成主流，倾诉着对

时政的愤怨、抒发着画家们的生活理

想、强调作品的内在品位，玩赏着笔

墨所蕴含的奥妙意趣，崇古倡新、追

求逸格，对后来中国画的创作形成了

深远的影响。钱钟书对此就曾评价

道：“元人之画，最重遗貌求神，以简

逸为主；元人之诗，却多描头画角，以

细润是归，转类画中之工笔。”

朱浩云告诉记者，在元代绘画品

类当中，山水画的成就最高，前期以

赵孟頫、钱选、高克恭为代表，中后期

以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为代表，

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元四家”。他

们在中国美术史上享有很高声誉，海

内外文博机构和大收藏家都以能收

藏赵孟頫和“元四家”的真迹为荣。

因此，市场上只要有此类作品亮相，

只要被认定可靠，价格动辄数百万元

乃至上千万元。以赵孟頫为例，早在

1998年的中国嘉德秋拍，就推出一件

小楷《兰亭序》手卷，上有“天池”、

“照”、“得天”、“撄宁生”、“寓庸馆”、

“严澂私印”数枚钤印，33万元成交；

进入新世纪后，拍卖价格更是狂飙，

赵孟頫作于1318年的行书《归去来

辞》，在北京翰海2001年春拍亮相后，

即得到诸多藏家争抢，最后成交价高

达682万元；无独有偶，中国嘉德2010

年秋拍“宋元明清法书墨迹”专场，估

价2000万元到3000万元的赵孟頫行

书《洛神赋》册页，最后成交价居然高

达8008万元，创下迄今为止赵孟頫作

品的最高成交纪录，可谓名至实归。

再以“元四家”为例，2010年，倪瓒的

《霜林湍石图》由北京翰海以4368万

元易手；同年，吴镇的《竹石图》于中

国嘉德获价929.6万元；2011年，王蒙

的《稚川移居图》在北京保利拍出

4.025亿元；2013年黄公望的《溪山胜

景》册页被中国嘉德拍至690万元。

由此可以看出“元四家”的作品很受

海内外藏家的欢迎，究其原因恐怕与

他们在美术史的地位有着直接关系。

不过，朱浩云同时也表示，收藏

界有时也会出现市场价格偏离学术

的现象。有的画家尽管被收录最具

权威的中国美术大辞典，甚至精品被

相关部门禁止出境。然而，在艺术市

场上他们的作品价格却不尽理想，有

不少甚至远远低于那些没有学术地

位的画家，比如王式廓、吕凤子、张书

旂、赵望云、王叔晖、来楚生等，有的

甚至成为市场的冷门人物。像著名

工笔人物画家王叔晖，查其作品成交

纪录，最高不过是2010年北京诚轩拍

出35.84万元的《贵妃醉酒图》，大多

数作品的拍卖价格仅为数万元，甚至

不如现在有些画家的润格高。要知

道，以一部连环画而被誉为绘画大师

的女画家，仅王叔晖一人，其绘制的

《西厢记》曾荣获第一届全国连环画

评奖一等奖。当然，出现这样的局面

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我

们的市场还不够成熟，常常出现偏离

学术价值的情况。

不过，朱浩云也表示，艺术作品

的价值最终会学术战胜市场，美术史

最终会主导收藏的时尚。像前面提

到的“元四家”之一的吴镇，本与画家

盛懋比邻而居，四方以金帛求盛懋画

者众多，而吴镇之门冷冷清清，他的

妻子为此常笑他。吴镇曾说：“二十

年后，不复尔。”后果然被其言中，到

明代吴镇声名鹊起。明四家之首沈

周对吴镇的画艺极为倾倒，甚至表示

愿以弟子的身份去为吴镇扫墓。今

天，人们提起盛懋已很陌生，但吴镇

却享誉藏界，其作品价值和价格也是

盛懋无法企及的。对此，朱浩云提

醒，类似情况在今后还会继续出现，

务必要有清醒认识。（记者 李自涌）

近年来，拍卖市场中的“小品”也进入价格佳境，

受到越来越多藏家的追捧。不仅一般书画拍卖会少

不了“小品”的身影，多家拍卖公司在春秋两季大拍

中也加推“小品”专场。

在近日结束的福建某拍卖公司的“小品大艺

——小品扇画匾额横幅”专场上，推出的156件拍

品，或是友人间的千里寄怀，或是灵光闪现时的即

兴落墨，或是浮沉世事中的潜心之作，吸引了诸多

藏家的竞投。最后总成交额为572.355万元，成

交率高达93.87%。成交价最高的作品为李耕的

《十八罗汉精品》册页，每页的尺寸仅为31×

21.5厘米，十分精致，成交价为55.2万元。其

次为启功的《观瀑图》镜片，尺寸为29×33.5

厘米，成交价40.25万元；第三则是溥儒、张

伯英的《山霞暮色红》行书成扇，规格为

20×53厘米，成交价22.425万元。此

外，该专场还涵盖了启功、溥儒、沈耀

初、陈子奋等一大批名家的小品精

作，成交价在十万元以上的有12

件，蔚为大观。

据介绍，在书画业界，不

到两平尺的作品一般称为

“小品”。“小品”虽然不是很

大的创作作品，却很难创

作，因为艺术家在命笔

之时必须考虑在这种

特定的空间范围中

安排画面，精思巧

构，展示技法。只

有这样，才能够

匠心独具，笔

随意转，化有限为无限，创造出富有魅力

的形象和意境。尺寸越小，布局越要很合

理，要求在方寸之间画出好的作品。

如今，“小品”的价格要比之前上涨了

许多，就是基于上述原因。因为画得精

彩，而且便于悬挂、携带和展示。像齐白

石的小品画《苍蝇》，尺寸只有一张名片大

小，在十几年前就以19.8万元的价格成

交，轰动一时，当然，现在这件作品再拿出

来拍卖，肯定又要创下相关纪录。所以

“小品”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是否名家的作

品，有没有收藏投资的价值。“小品”未来

的行情，不可小觑。 （记者 李自涌）

画说

福建

收藏，必须讲认真，不认真，就无

以有收藏。理由很简单，一者，许多藏

品跨越时空久远，文化含金量高，要把

它们弄清楚，真正识其“庐山真面目”，

就得讲认真；二者，藏品是一种特殊的

商品，藏家更多关注的是其物质的增

值性，故而历代都有造假。而今，造假

则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要甄别其真

假，没有认真的态度，到底是不行的。

讲认真，首在学习。藏家须认真读

书，认真请教，认真积累，尤其要多接触

真品并认真加以研究，唯此才能逐渐充

盈底气。有了满腹经纶、左右逢源的底

气，藏家才能“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在

收藏到真品、精品以至有可能“捡”到

“漏”的同时，令假冒伪劣藏品在自己的

“火眼金睛”下原形毕露。乾隆皇帝很

喜欢收藏，他所认定的很多真迹，后来

证明不少都是假货，而被他所厌弃的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倒恰恰是传世
珍品。当下，有的藏家总爱拿自己的东

西与专家写的书对照，殊不知，仿品是

书上说有什么特征，就给你做什么样

子。所以说，学习很重要，凡涉足收藏

者既要学理论又要多实践；既要向人请

教又要自己摸索；既要参观各大博物馆

又要参加权威拍卖会，从而逐步培养和

提升自己过硬的鉴赏本领和敏锐的收

藏眼力。

讲认真，要在态度。收藏是一件高

雅的事情，是一件对历史负责、对文化

负责、对后人负责的事情，因此必须讲

认真，并以敬畏之心对待。要知道，甄

别真品、留住精品，那是一件功德无量

的事情。而要甄别真品、留住精品，就

必须调动起自我的全部鉴赏知识和技

能认真地投入到对每一件藏品的细致

而精微的鉴定之中，并做出实事求是的

结论。想起1983年在谷牧副总理的推

动下，国内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三次中国

古代书画大普查行动。当年4月，文物

局在北京成立了由谢稚柳、启功、徐邦

达、杨仁恺等7人组成的鉴定组。其中

对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有北宋画家范

宽的《雪景寒林图》，几位老先生却存

疑。杨仁恺记录下了这样的鉴定意

见：“就画风而论，此轴与相传《溪山行

旅图》大体近似，唯在具体描绘上仍有

差异，文物界认识因之出现分歧：有人

以为应属范氏真迹，名款亦真；有人则

对之存在疑问，甚至认为乃明人摹本

……余一再观赏……发现此轴双丝圆

绢、三窄幅拼接、平整不搭边，此乃宋

元装裱原材料之特色（明清绢多扁丝、

拼接搭边），据此可定时代为宋元。再

则墨法沉厚，气势夺人，又非元以后高

手所能办此。虽作为范氏真迹存在不

同意见，但作为宋人无名氏之迹，当无

庸议也。”这个鉴定意见，该是真实还

原了当时的鉴定境况，其中折射的是

这些鉴定大家的认真态度。是啊，鉴

定大家凭着极端负责的精神，从“画

风”到“名

款”，从“装

裱材料”到

“装裱技法”，

从“具体描绘”

到“墨法、气势”，

毫无保留地亮明

自己的观点。这般

认真鉴定的态度，是

值得收藏者们学习借

鉴的。

讲认真，不舍科技。

搞收藏，大多靠目鉴，但当

目鉴无法确定时，就得靠技

鉴。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对一

些年代久远的藏品的鉴定，介

入技鉴，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

或许，有人会说，眼下随着科技的进

步，造假者利用科技造假的水平也在

提高，有时依靠科技手段来检测也未必

灵验。话分两头说，造假者水平再高，总

会留下些许破绽，既用目鉴也用技鉴，两

者结合则定能奏效。何况，从来都是“道高

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手段的进步总是领先

的，造假者必会慢半拍，所以不断更新变化的

技鉴手段，永远是我们搞收藏人的守护神。

收藏是一件“认真”活儿，这是因为收藏里

蕴含着太多的讯息、太多的机缘、太多的逻

辑。唯有讲“认真”，我们才能破解收藏密码、

演绎收藏故事、共享收藏快乐。 （赵畅）

王叔晖《杨贵妃出浴图》，25.3万元成交 王蒙《稚川移居图》，4.025亿元成交

黄公望《溪山胜景》册页（六开），成交价690万元

赵孟頫《滚尘马图》，成交价1150万元

林纾《山居图》，成交价8.05万元

李耕《十八罗汉精品》册页，成交价55.2万元

范宽《雪景寒林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