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在国外生活了几年后，杨大宇回

到国内。作为当时年薪30万元的工薪族，他没

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收藏家。

杨大宇买的第一幅画是吴海洲的 《长

椅》。回国后，杨大宇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经

营画廊的朋友。一天晚上，杨大宇到朋友的画

廊看预展，那幅画就静静地摆在画廊里，画面

弥漫着淡淡的孤独， 与他刚回国的感觉很契

合， 他对着画出了好一阵神， 用他自己的话

说，他和这幅画“有眼缘”。第二天他就付了

款，朋友还慷慨地打了折。

第一次大胆尝试后没多久， 杨大宇的收

藏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如今，他主要的艺术

品还是从画廊购买，在画廊买画，让他能有

充足的时间慢慢了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风

格、创作背景，以及代理机构为其制定的发

展计划，可以更从容地做出决定。偶尔杨大

宇也会去拍场，他觉得这也是一个了解艺术

家市场行情的机会。

杨大宇说自己对单件作品的资金投入并

没有详细的预算，少到几千、多到几十万都有

可能， 他只能根据当下对这件作品的喜爱程

度和财务状况来做判断。“喜欢”无疑是一个

因人而异的模糊概念， 但它也是杨大宇最直

觉化的标准。他笑称，当看到喜欢的作品就很

难控制自己，往往需要朋友给他泼泼冷水，给

自己的购买冲动降降温。

杨大宇主要收藏当代艺术， 其中数量最

多的是当代水墨、油画，还有少量版画。他一

直在关注着梁铨、贾平西、康海涛、王川、吴海

洲和于艾君等艺术家的作品。另外，年轻的陈

飞、方列丰、姜迪、卢征远、田田的画作，还有

曹晖、丘婧彤、潘泓钢和胡有辰的雕塑作品也

让他很感兴趣。 除了将尺寸较大的作品寄存

在朋友的仓库， 杨大宇会把其他的都展示在

家中。他说，每当不经意间看到那些心仪的藏

品，是他最享受的时刻。

尽管涉足艺术品收藏只有短短两三年，

但杨大宇已经对此有些心得。他认为，收藏需

要一定的艺术修为，专业性也比较强，因此平

时会多看多研究，尽量把功课做足；有时间也

会多去逛逛画廊、 美术馆和拜访艺术家工作

室； 结交一些在圈内有专业资历和经验的朋

友。这样既对自己艺术鉴赏力的提高有帮助，

也可以透过交流有效地掌握最新信息。

虽然如今的杨大宇完全可以称得上是

“高级白领”甚至“金领”，但他深知赚钱的

不易。 他建议藏家们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合

理制定收藏计划， 比如在储蓄或者稳健型投

资有保证的情况下，每年拿出10~20%的收入

来购置艺术品， 套用那句常用于投资领域的

老话———“投资有风险，买画需谨慎”。

据《艺术财经》

新年之前去北京出了趟差， 正好赶上北

京最冷的时候。

对于北京的冷， 我还是有所准备的。出

发前，采访对象就警告我，现在正是北京

30

年来最冷的冬天。我不相信，便去查了查天

气预报，零下十多度。我想了想，就多加了一

件衣服。

对于温度，我并无概念，只知道身上穿多

少衣服才不冷。没带羽绒服，主要是我觉得北

京再冷，大多时候人还是待在室内吧。室内有

暖气。

以前在北京读书的时候， 从来没觉得北

京冷。 不管是宿舍还是教室， 暖气都开得很

足，穿件衬衫就够了，出门再套上件防风的外

套。 但即便是这样也会嫌太热———室友床上

的麻将席冬天也不换， 我也必须去最阴冷的

化学楼上自习。

但现在，一下飞机，一股凉风就把我全身

上下给吹透了，直哆嗦。等出租的时候，赶紧

跺脚搓手，制造出一点点热量，但转瞬间就被

呼啸而过的出租车带走。 在车上， 师傅跟我

说，

20

年都没见过这么冷的天气了。

第二天的窗外天空晴朗， 万里无云。我

想，这真是个好天气，出门转一转，晒晒太阳

喝喝茶，这该多好。但出了门才意识到自己错

了。阳光虽然猛烈，但北风吹得更欢。阳光照

在身上，没有一点温暖。

这时，我才真是怀念成都的冬天呀。在成

都，我穿得更少，但哪怕是没有太阳，我在街

上走着走着，就热和了，热得出汗。但这里是

北京。我只好戴上帽子，全身缩成一团，在墙

角下猥琐地走着， 开始了我的 “老北京半日

游”———绕故宫半圈到景山， 景山出来去北

海，再去什刹海，最后回学校。以前在学校的

时候，很喜欢这么走，慢慢溜达。

但现在我只能大步快走了。 记起来背包

里还预备了件薄外套， 便跑到中国美术馆的

洗手间，加了上去。

从中国美术馆往西，有一簇红楼，我忽然

发现竟是老北大的红楼 。这条路 ，以前我也

走过很多次了，却从来没有发现过 。这里现

在成了纪念馆。我走进去取暖。有一间教室，

标示牌上注明是当年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

的地方。

然后我还去了许多地方， 在景山顶上看

雪后的故宫，北海的白塔，什刹海的胡同，我

以前的学校。毕业以后就没去过了 ，但在我

看来，这些老地方简直没什么变化 ，人还是

一个样子，都穿着黑色的羽绒服 ，衣服上一

股食堂味。唯一的不同，无非是哪里多盖了一

座新楼。

风越来越大，我没什么心情再走下去。回

去住的地方上网， 新闻上说，“北京遭遇

10

年

来最冷天气”。

30

年，

20

年，

10

年，关于这些数字，很少

有人会有准确的概念。而这些过去的岁月，用

数字也没法说清楚。

10

年之前我在哪里，干了

些什么，

10

年之后呢？我忽然觉得，岁月的变

迁，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恐怕也就是到了某个

冬天，你忽然发现自己得多穿几件衣服了。

英国有一部电视剧，片名的意思是“重返

布莱希尔德庄园”，被译作《故园风雨后》。这

句王维的诗，本来是小清新，在这里却无比沉

重。这些年来，历经迁徙，随遇而安，其中多少

沧桑，现在又重回故地，这是什么感觉？我只

知道，以前在北京，不觉得北京冷，现在回来，

又觉得这里冷得让人难以忍受。玛丽莲·梦露

唱过一首歌，歌名译作《无归河》。那首歌听起

来是无限哀怨，但也有人把歌名翻译成了《大

江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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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王越

大 周 末 说

业余收藏家

长/成/记

业余收藏家查理斯·法墨至今已收藏了

70余件艺术品。 除了少数几件是外国艺术家

的油画作品外， 其余的均为中国当代艺术家

的作品。

2005~2006年间，由于工作调动

（他现在在

英国为电影颁发在电视台播放的许可证）

，法墨

来到中国，到上海交大攻读中文专业研究生。在

上海莫干山路M 50艺术区， 他开始了他的艺术

品收藏生涯。

法墨第一次购买艺术品， 是在2005年的

一场中国新锐艺术家群展上， 他一出手就买

了8件艺术品。他说他的首次购藏完全是源于

对作品单纯的喜爱，“喜欢一件东西， 想要拥

有它， 并希望这件喜欢的东西能时刻存在于

自己的生活里，就是这么简单。”法墨笑称自

己并非百万富翁， 仅仅是一个热爱艺术并恰

好有一定积蓄的普通人， 就像有人会把钱花

在奢侈品或投资房产一样， 他则希望能够拥

有自己喜爱的艺术品。

出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情结，法墨每

年都会争取来几趟中国，每次他都会直奔最常

光顾的画廊。他的收藏以当代油画为主，欣赏

的艺术家包括曾梵志、王音、陈可、季大纯、江

山春、李瑞

（云谷然）

、秦凤玲、石至莹、曲巍巍、

贾蔼力等。除了油画，他也收藏少量摄影以及

雕塑作品， 譬如摄影家韩磊和崔岫闻都是他的

心头好。

法墨从未买过任何天价作品， 他的藏品绝

大多数都出自年轻艺术家之手， 价格一般就几

千美元，最高的也从未超过2万美元。他说在他

做决定时， 这些作品的升值空间不是他最在意

的，对法墨来说，收藏艺术品带给他的不仅仅是

能够拥有作品本身， 更多的是能够有机会与喜

爱的艺术家沟通。

现在， 法墨购买作品的态度相对理性了许

多，在对新目标下手之前，他会先调查该艺术家

的背景资料，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他也会与常去

的几家画廊保持良好的关系， 以便随时获得最

新的展览资料。通常，法墨会把购买艺术品的总

投入限制在年收入的5~10%的范围内， 也会对

自己每次的消费额有所限制。不过他坦言，收藏

艺术品真的是一件容易令人上瘾的事情， 在遇

到自己满意的作品时， 一切原则通通失效。7年

来，法墨从未舍弃过一件自己的收藏品，也从未

有后悔买下的作品。

现在，最让法墨发愁的就是存储空间，2012

年新购入的7件作品都还在北京等待被寄回伦

敦，他说他准备弄一个更大的库房，再收藏几件

谢墨凛、梁远苇和陈可的作品。谈到为入门级收

藏家提供建议，法墨说：“在遇到一件令人心动

的艺术品时，要先抑制住自己购买的欲望，等过

几天冲动淡去之后再去看； 也要先做前期的资

料搜寻，并尽可能地和画廊、艺术家进行沟通之

后再购买。这一点非常重要。”

作为一家网络公司的合伙人， 杨嘉伟的

收藏之路是从网络开始的。

201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杨嘉伟看到了

艺术品网络交易平台H IH EY .C O M 举行的首

次在线拍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注册，通过挑

选和价格比较， 杨嘉伟拍下了自己的第一幅

藏品———王丛博的《暗香醉梅花》， 价格是

1.3万元。后来他又陆续在这个艺术品网络交

易平台买下了赵一浅的《明日之星》和陶兴

琳的《行走中的人和牛N O .2》。

虽然杨嘉伟偶尔也在画廊买画， 但他觉

得在网络交易艺术品很适合像他这样的业余

收藏家。在他看来，网络提供了一个平台，拉

近了艺术品和艺术爱好者的距离， 抹平了信

息不对称。 在网上购买艺术品和购买其他商

品的性质是一样的，挑选、竞拍、一次性支付，

整个过程全部在线完成， 方便快捷。 尽管如

此，网络交易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第一，需

要建立公信制度，就像淘宝的评价体系，否则

艺术品的真假无法得到保证；第二，需要建立

保证金制度，防止恶意拍卖，故意抬高价格；

第三，需要培养成功的藏家作为样本，才能进

一步激发对收藏保持观望态度的艺术爱好者

的行动力。

尽管初涉收藏时间不长，可杨嘉伟已经

买下了近十余幅油画作品。鉴于自己还在学

习和摸索的过程中，他在购画时首先考虑的

条件就是价格，他能接受的区间是1~5万元，

这类价格的艺术品大多是70后和80后艺术

家创作的，他们也是杨嘉伟主要关注的艺术

家群体；其次，杨嘉伟还看重艺术家的学院

背景，是否有好的技法、国内外的参展和获

奖经历等都是参考因素；最后才是他的个人

喜好。杨嘉伟说他对现代油画感兴趣，其画

风最好是现实主义与观念相结合，而非那些

太过抽象的作品。

在杨嘉伟看来， 中国很多工薪族不得不

面对买房或子女教育之类的大额刚性开支，

艺术品收藏相较还是形而上的东西， 甚至是

奢侈的事情， 所以艺术投入要顾及自己的实

际收入，在不影响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实现收

藏。 杨嘉伟自己在艺术品上的投入就不超过

可支配收入

（即年收入扣除生活必要开销剩

下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

的30% 。

如果从投资的角度看收藏， 杨嘉伟认为

这更像是为初创型公司进行风险投资， 选择

收藏还不知名的艺术家作品充满了不确定

性，同时也意味着无限的可能。他觉得自己在

某种程度上不是在选作品，而是在选艺术家，

这些70后和80后的艺术家们还处在创作的前

期，要想得到更广泛地认可，必然要经过漫长

的成长。 这种不确定性也要求工薪族收藏家

不能把艺术品收藏当成短线投资， 期待短时

间有丰厚的回报。

查理斯·法墨/

直奔常光顾的画廊

杨嘉伟/

网络抹平信息不对称

杨大宇/

在画廊买画更从容

杨嘉伟藏品

陶兴琳

-

《行走中的人和牛

No.2

》

布面油画，

80x100cm

，

2010

杨嘉伟藏品

王丛博

-

《暗香醉梅花》

布面油画，

100x100cm

，

2009

杨大宇藏品 贾平西

-

《仙骨》，纸本设色，

245x80cm

，

2001

杨大宇藏品 康海涛

-

《红桌子》，布面油画，

79x107cm

，

2004

杨大宇藏品

吴海洲

-

《长椅》

纸板丙烯，

64x84cm

，

2010

查理斯·法墨藏品

王音

-

《鲁迅公园》

布面油画，

50x60cm

，

2006

查理斯·法墨藏品 曾梵志

-

《最后的晚餐（

Ed.89

）》，版画，

34

色丝网印刷，

66x20cm

，

2002

查理斯·法墨藏品

林海容

－

《万物沉寂待春时》

布面油画，

150x150cm

，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