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兵的民俗画收藏和紫砂壶收藏

一个藏家最重要的是从收

藏中得到快乐。 喜欢的东

西就拿下， 这样至少不会

因为价格的原因后悔，因

为你喜欢，没办法。”

———杜兵

“

▲

作为成都餐饮界创新川菜最为成功的企业之

一，杜兵掌下的“成都映象”往往以“味道长”

的川菜让人印象深刻。可很少人知道，他花了

8年时间搜罗来的近500幅书画作品， 还有价

值过千万的紫砂壶收藏， 已在他的20余家门

店的过道、走廊和包间中满足着食客除口腹欲

之外的特殊感受。他习惯称自己的收藏为“小

场合”，却不断有客人在席间酒劲儿的帮衬下

将藏品买走。

“一个藏家最重要的是从收藏中得到快乐。喜

欢的东西就拿下，这样至少不会因为价格的原

因后悔，因为你喜欢，没办法。”1968年出生

的杜兵有自己的一套收藏原则。

杜兵：把艺术品藏进馆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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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蒋庆

大 周 末 说

王军霞第一段婚姻在

2005

年结束时，她

把房子、车子、儿子全部留给了男人，净身出

户独自跑到上海租房过生活。 当我们讨论在

这周的“名流生活”做一期王军霞的选题时，

我突然想起第一次看到王军霞就是在

2005

年夏天将结束的时候， 当时她到成都参加一

项公开活动， 并接受体育部同事邀请访问报

社。她穿

T

恤扎马尾显得很安静，和其他名人

眼睛喜欢偏上不同， 她的目光是平视又略微

朝下，这或许是她隐藏自己的一种方式。

就我了解的名人而言， 大部分的人都害

怕被遗忘或者被忽略，尤其是体娱圈的名人，

当在聚光灯下的生活已经习惯， 突然有一天

不再被特殊对待时， 会觉得自己被世界所抛

弃。 和王军霞一样在亚特兰大奥运会获得金

牌的乐靖宜， 在上月参加一个家庭竞技类节

目被曝耍大牌。 其他家庭去阿根廷都为三人

且乘经济舱， 包括汶川地震捐出

750

余万钱

物的企业家何烈胜， 而乐靖宜在丈夫和儿子

参赛名额之外，还带上去玩的小女儿、婆婆及

母亲，并要求

4

个公务舱和

2

个经济舱。又在录

制完两轮比赛内容后，突然提出回程机票

6

张

均为公务舱，并以退赛来威胁。

实际上，被记住的奥运冠军并不多，有几

人还记得北京奥运会为中国摘得首金的人？

即使刚刚结束的伦敦奥运会，

38

枚奥运金牌，

它们的主人你都能记住么？ 只有少数创造历

史的冠军能被记住， 这其中应该包括有王军

霞，她的女子万米世界纪录至今没人能破。王

军霞有能力取得邓亚萍一样的影响力， 但她

选择了远离体育圈和权力中心， 安心于陪伴

女儿，记录她何时长了第一颗牙，何时讲出了

“爸爸妈妈”———她扔下了奥运冠军的身份，

摊开手迎接了生活。

有人放下了名利，也有人突然走红。本周

一组跨度达

30

年的照片在网上大热， 这是北

京姑娘赵萌萌在

6

月父亲节前制作的。她把每

年和父亲的合照都找了出来， 花了两天时间

扫描、排版、制作成了这组图片。

30

年，一个女

孩变成大人，一个父亲变成老人，好像这是一

段很长的时光，可是浓缩成每年一张照片后，

30

年的时光如同被摁了快进键， 一转眼就流

了过去。这个

6

月的微博，因为姚晨、何炅等名

人的转发而在

8

月成为最热的一组图片。

我想起几年前看到的一本书 《如画人

生》，一个在普通中国家庭成长的女孩，生活

中的种种瞬间被记载在她各个阶段的涂鸦

中。从她

3

岁时的第一张开始，从小学画到中

学，从花仙子到白马王子，她给家里画台历，

并在家人的生日、重要的节日上，仔细地描上

红心。她也画她的夫君，他们的生活，等待小

宝贝的降临，并赋诗，“廿五周岁近中年，腹内

宝宝舞蹁跹，此身即将为人母，心境长似彼得

潘。”然后，她又开始画儿子 。儿子四岁的时

候， 用掉了她半支资生堂口红在穿衣镜画了

一幅画送给她。她抱起儿子，觉得像抱起儿时

的自己，“二十多年的时光， 就在这一瞬间悄

悄流过……”

姚晨在转发赵萌萌父女

30

年

30

张合影

的图片时写道：“一点点，我们长大；一年年，

父母变老。”可是，对于这么一件事情，有孩子

的和没孩子的人，评论截然不同，后者大多像

姚晨一样感叹父爱，带着一点点小小的哀愁。

而有孩子的人却显得高兴，“跟我儿子每年也

要这样拍”“我们全家福一年一张” ……这或

许是有孩子的人和还没有孩子的人的不同之

处，在人到中年之后，一步一步往老年走去，

对自己年龄增大的纠结就会少很多。

这大约是因为年纪越大， 生命的形态就

越固定，使得很多可能性也消失了。当不了宇

航员了， 成不了艺术家了， 拿不到诺贝尔奖

了，所以只好怀念青春，抗拒衰老。可新一代

的出生，又变得充满各种可能，而这些都是你

可以见证的可能。 正如作家杨照说给他女儿

的话，“因为好奇你的未来，让我不怕老，没有

中年生命停滞的危机。现在，我想起自己的

50

岁，想到的是你

15

岁；想起自己的

55

岁，想到

的是你大学毕业。 于是我一点都不怕

50

岁、

55

岁的到来，反而充满了兴奋期待，想看看长

大后的你将会有怎样的生命风景。”

在杜兵最初的收藏品里， 有三个人的画他一

直念念不忘：曹辉、甘庭俭和一位李姓画家。曹辉

的作品以民俗风情为主， 当初应杜兵之邀为第一

家成都映象的整体装修创作了一组老成都的白

描，“走人户”“吃讲茶”“听战国”“打金章”

……“有一幅画描述了一个老成都人抽叶子烟的

神态，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把叶子烟的那种呛人

味都画出来了！’这就是我说的‘看得懂’的画，

这也是我收藏的两个原则之一，看得懂，不跟风；

自己喜欢的不管价格高低都拿下， 我收了至少不

会后悔。” 四川画家曹辉的小品从8年前的“内部

价”几百元一幅涨到现在的“友情价”几千元一

幅，让杜兵体会到了艺术品增值的潜力。同时，与画

家的私交、与艺术圈亲密接触的这8年，也潜移默化

地提升了他自己的艺术鉴赏力和投资眼光。

曹辉作品 《年夜饭》

（彩色水墨，

80X200cm

，

2009

年）

是杜兵的心头好，一直没有展示过。这幅

描述一大户人家年夜饭场景的作品2009年时被杜

兵以7万元购入，一年后一位香港地区藏家朋友找

到他，欲以18万横刀夺爱，到了去年，不死心的藏

家将价码提高到30万。“这幅画虽然不是什么大

师之作，但它特别能打动我，我会一直放在家里收

藏。每次一看到这样的作品，我就会感觉到家庭的

温暖，可能是我本人做餐饮的缘故，这类作品最能

体现我的追求，一家人、一桌饭，味道长得很哦。”

多年过后，虽然手上的藏画越来越多，价位越

来越高，收藏名录上的名字也越来越星光熠熠，但

藏画本身带给他的那种快乐和美感享受从没变

过。 他甚至还会为了一幅喜欢的画辗转联系到画

家本人，反复拜访，当做朋友来相处，“刚开始完

全不提买画，成了朋友后才开口讨画，一来二往，

不单朋友交了，作品买了，自己的休闲时光也充实

了，何乐而不为？”由于他的每件收藏品几乎都是

从画家本人那里拿到，所以无论价格高低，“至少

没有赝品。”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摄影记者 郭广宇

爱画之道

从邮票上的齐白石开始

“我对书画的收藏来源于集邮。”1980年到

1981年，杜兵花了大心思，搜集齐了齐白石的16张

连票的《荷花》

（

1980

年

1

月发行，全国发行量

100

万枚，面值

80

分）

、徐悲鸿的《奔马》邮票

（全套十

枚）

、猴票等等，发现中国画的美感来源于“笔触”

和“气韵”。“邮票上的小作品我都很喜欢，更何

况当我20来岁第一次在美术馆看到那些大师作品

时的震撼，我便疯狂地开始接触国画，在那个年代

我几乎找遍了各种方式来接触它们，觉得很神秘，

对那些传奇名字背后的故事也沉迷， 有时候沉迷

到废寝忘食。”

杜兵开始向往做一个职业画家， 在他看来，

“头发长、眼神忧郁、穿双拖鞋抽烟吹壳子摆女人

的那种自由感很让我着迷。” 他和身边的朋友也

开始接触朦胧诗、 卡夫卡和国外的一些小说，瞬

间打开了艺术视野。 其实杜兵认真学过画画，从

初二到高一，他曾像模像样地拿起画笔背上画板

与风景“对抗”。在拉萨长大的杜兵，发现自己无

论如何也不能通过手上功夫临摹出这片风物的

美感与力量，“天资不够， 于是我沉下心来赏画，

并不断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鉴赏力，发现这很对

我的胃口。”

多年之后，在他的餐饮行当之外，他还有了自

己的茶艺馆， 这些地方成为他陈列私人收藏的好

地方。数百幅斗方小品散置在20余家门店的包间、

走廊，有专人每天看管、拭尘，这样的陈列方式和

规模成为成都本土一个独特的美术馆“群落”，他

笑言这倒是符合成都人的生活习惯： 边吃边看边

娱乐。一些十来万的画他也敢就那么挂在包间里，

“挂就要挂好的”。 一个茶艺包间里， 一幅名为

《茶馆》的彩色水墨是他极为喜欢的作品，拍照时

他特意走到那里，一脸微笑。旁边数十把名家紫砂

壶真品在灯光的浸染下温润十足。 他家里还有部

分更为“高级”的紫砂藏品，甚至从收藏当天过后

就再也没拿出来……成都商报记者早前就与茶艺

馆专门负责紫砂壶收藏的专员熟络， 了解到这些

紫砂壶作品价值早已超过千万。“收藏书画和紫

砂壶，成为了我现在最大的私人爱好，有时为了一

把壶，我可以和那个名家勾兑一年！就为等到我喜

欢的那一款。”

藏画之乐

8年时间，藏品价值翻五番

从做第一家餐饮门店开始，8年时间，杜兵收

了大大小小近500幅作品。 基本上都以斗方小品

为主。有的则干脆只有50X 50cm 大小，原因是方

便陈列和挂置于店铺里。从当初的功能性需求到

现在的纯收藏，他说自己是实实在在体会到了藏

画之乐。“从我觉得看得懂、味道长、有意思的民

俗题材国画开始，8年时间我相继投入了近200万

买画。毫不客气地说，现在这些作品的价值翻了

五番！”

一次，一幅黄越的《山水》被他挂在某个食肆

包间里， 一位外地客人席间几杯酒下肚后突然对

墙上的这幅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但这幅“非

卖品”曾给了杜兵非常难忘的印象，虽然8000元

的购买价在当时不算高， 但很快经不住这位客人

的软磨硬泡， 杜兵随即与他聊起了黄越的国画作

品，“没想到对方是一赏画高手， 提出以2万元夺

爱，一出一进经历了8个月时间，加上对方确实是

爱画之人，我就转手了。”可半个月后，杜兵再去

那个包间，发现挂画的位置空空荡荡，总觉得缺了

什么，他陡生一念，既然自己那么喜欢，何不再去

找到那位买家，把画再买回来？于是，“我从卖家

变成买家， 到他那里软磨硬泡， 加了钱又买了回

来。其实我感觉很多时候收藏就是一个乐子，一个

精神寄托，特别是一个男人，经历了很多事情后，

你会感觉到自己某个特定时刻的心境说不定就藏

在某幅画里，或者说，这幅画突然就对应了你当时

的某种情绪。”

杜兵也会去一些拍卖会，但他感觉现在很多

作品都有价格浮夸、 概念错乱的感觉。“动辄数

百万的作品让我感觉很有距离感，令真正喜欢艺

术、想走近艺术品的爱好者望而却步。”他也曾

去过成都艺术超市、岁月画廊等本土艺术品销售

机构，“先不说价格， 光是那种亲切感就让人舒

服，不买画，在那里坐一下午都是享受。”对他来

说，身边做地产、汽车、药品、海鲜的大老板很

多，有了钱以后似乎在互相影响下都有了收藏的

概念和意识，“以前耍车，现在听到得更多的是，

最近收了啥子好画没有？收藏最好的一种呈现方

式就是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投资渠道、资金的沉

淀方式。”

赏画之美

“把叶子烟的味道都画出来了”

杜兵在他的得意收藏———《茶馆》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