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
鉴宝 出现真的好东西的几率太低

新修订的《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于3月15日施行。
新的《办法》适应行业需要，将鉴定评估纳入监管范围。在
成都，民间鉴宝及收藏活动的持续火爆。作为成都大庙会
多年来的“保留节目”，大庙会鉴宝已持续了十年，市民纷
纷携“宝”而来，早早地领取号牌，充满期待地排队等候。

这十年，民间鉴宝搅动了收藏界的基石。收藏爱好者
用报纸包裹字画卷，毛毯打包瓷瓶大碗，甚至有用布袋装
来的大件……来的藏家都是自信满满，藏品既有家传，也
有通过交换、捡漏得来的……

藏家的故事永远扯人眼球，主要还是因为收藏品本
身的真假是个谜题。接下来的“艺术生活”，我们会走进藏
家的收藏世界，他们或草根或资深，或籍籍无名或传奇跌
宕，还有的大隐于市，坐拥天价藏品而和普通人无异。通
过他们的藏宝故事，来看我们身边关于艺术、关于收藏的
立场和价值。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民间鉴宝活动中被认定为赝品的藏品被主人狠狠砸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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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亦乐乎 一闪而过的智慧 长久留驻的快乐

WEEKEND

今天开车走错了路！
换成别人也没什么关系，可我是公交司机……

甘晓和苏欣表示，真正有些实力或者
职业的藏家不会到民间鉴宝这个平台来，
他们有自己的渠道甚至团队。甘晓说，“拿
到民间鉴宝这个平台上的收藏者和藏品，
普遍层次比较低，甚至谈不上‘收藏’，就是
爱好者，玩一玩。”苏欣则表示，“确实有部
分玩家层面比较低，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
和研究，盲目地去买，失败的自然多。但也
有老百姓拿着家传的东西来鉴定，这部分
真的居多，来看看成色品相，问个价格。”

苏欣还观察到，有种情况在这几年越
来越少——陪着来的。“一个小伙子拿着
一本书，扛着个大盆子就来了，他晓得东
西是假的，但他老爸很固执，一直在买，他
说服不了老人，就希望专家能从专业角度
劝慰老爸别再花冤枉钱。如今这种情况越
来越少了，证明大家的心态越来越好，经
验越来越丰富，不再固执，更加理性，更加
量力而行。”

苏欣总结，“这十年来，客观来说，我

们四川的藏家的经验在不断累积，这次大
庙会鉴宝活动有个大爷，他拿来的两个清
嘉庆、道光时期的瓶子都是对的；另外一
个女的拿来的几样东西，比如明代的碗、
清末的瓶子，也是对的，一看就是家传的，
因为比较散，不成系统。但玉器就没对，现
代制品染色的。”民间鉴宝十年来，鉴的是
老百姓的心态，鉴的也是人心从投机到收
藏、到陶冶的一次质变，某种程度来说，这
也是一种情操的升华。

搭/车/奇奇//遇遇
没带零钱

回家坐公交只要2元，路上上来一大
叔，拿出 100 元买票。售票大姐面露难色
道：“你就一张100的啊？”大叔翻了翻钱包
回她：“我还有一张100的。”全车人爆笑。

借个肩膀

昨天坐公交，旁边一个妹子哭哭啼啼
的问我：“可以把你肩膀借我靠一下吗？”看
她怪可怜的就同意了，我时不时还拍拍她
的肩膀出言安慰几句。我下车后才发现，钱
包手机都没了！只剩下割破了的衣服兜。

好心等我

老婆大人嫌我过胖，叫我减肥。第二

天一早我就去大街上跑步，刚好一辆公
交车刚刚起步……司机以为我追他车
呢，非常好心的停下来等我……有点感
动又很不好意思，我无可奈何地上了那
趟公交车。

等车时长

你知道上下班高峰时有多堵？今天下
班我在公交车站等车，有个姑娘过来问能
借她充电宝给手机充充电吗？她手机一点
电没有已经自动关机了。我心想公交车随
时会来，借给她也充不了多少，但还是递
了过去……等我上车的时候，不仅成功让
她的手机开机，而且电量已高达54%。

还真没穿

今天在公交车里碰到一女的，比我高

一头，我心想有本事别穿高跟鞋啊！往下
一看，还真没穿……

买车理由

朋友考到驾照后就着了魔似的想要
买车，各种借口都能成为买车的理由——
比如今天他就对他爸说：“爸，我公交卡里
的钱刷完了，咱们买辆车吧。”

出/租/惊惊//魂魂
他更抗冻

今年春节回了趟东北老家，有天晚上
特别冷，我和朋友吃完饭站路边打车，旁
边有一大哥模样的人也在等车。等了好
久，终于过来一辆车，我和那大哥同时摆
手，出租车司机绕过大哥直接让我上车后

绝尘而去……我正暗喜，从出租车师傅那
儿飘来一句：“冻坏了吧小兄弟？那小子穿
着貂抗冻，再让他冻会……”

认真回答

打的出去办事，司机各种抢道，加
速超车，好在各种有惊无险……在一次
惊险超车后，司机大哥对我说：“兄弟，
你觉不觉得人活着可没意思了！”我顿
时觉得司机大哥是个有故事的人，于是
我认真回答他：“大哥，麻烦靠边停车，
我要下车！”

路上搭讪

昨晚打车，司机是一为四五十岁的
老师傅。前方有辆白色大众开得很慢，老
师傅说，“这是个女司机，而且长得应该

很漂亮，不信我们开过去看看。”我说，
“女司机有可能，可不一定就漂亮吧？”他
二话没说把车开到了前车旁边——嘿，
那女司机真漂亮，看起来很舒服那种！老
师傅放下车窗笑着说，“嘿！美女，还没回
家呢？”美女也朝我们笑笑答道，“这就回
去。”我满脸敬佩地对老师傅说，“真看不
出来，师傅你不光车开得好，还挺厉害
啊！”没想到老师傅说，“厉害个屁，那是
我丫头……”

眼睛不大

本人出租车司机一名，五官端正，就
是眼睛比较小。昨晚上拉一女的，开着开
着突然听见她惊慌失措地大喊：“哎！哎！
哎！师傅！师傅！……你别睡了，你快停车，
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藏品深似大海
藏家都在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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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来自四川博物院、省文物局文物
管理处、省文史研究馆的苏欣、甘晓、唐俐、
袁愈高4位文物鉴定专家，在瓷器、字画、玉
器、钱币、杂件等方面各有所长，他们能通
过外观圈足、成色、印章等细节，“火眼金
睛”判别出藏品的价值。

几位专家都参与了十年来的大庙会鉴
宝活动。专家们说，成都的收藏市场很活
跃，但鱼目混杂，藏家的收藏知识也滞后，
对收藏文化的理解比较片面。他们希望通
过公开的鉴宝活动，让更多市民加入进来，

在体会收藏乐趣的同时，增加收藏知识。
曾在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四川管理处

工作多年的鉴定专家苏欣特别提到，这些
年，他们是眼见着四川古玩爱好者一步步
成长起来的，这个群体规模很大，买来耍的
人有，抱着挣大钱心态的也不在少数。“往
年一些古玩爱好者还要跟我们吵架，说自
己的东西好，幸好这些年大部分爱好者的
心态开始慢慢好起来，在不影响生活的情
况下，他们通过收藏开始提升自己的文化
修养和生活质量，但总的来说，民间鉴宝活

动中看到真的好东西的几率太低。”
而在四川博物院副院长甘晓看来，十年

来，他年年都参加民间鉴宝活动，80%都是
假货，而真的好的东西更是几乎没有，“这样
说吧，凡是亮眼的经过我手的东西我都刻骨
铭心，但很遗憾，这十年来，几乎没有……”

今年的鉴宝活动中，66岁的张泽清收
藏的香炉被专家鉴定为现代仿品，大爷气
得当场就将香炉砸毁。还有一位大妈，带了
十几件藏品前来鉴定，竟没有一件被鉴定
为真品……

甘晓曾在四川文物总店担任副总，他提
到，目前对老百姓开放的鉴定窗口要么是四
川文物总店的收费渠道，100元一件，无论杂
项，书画、瓷器，而出具鉴定证书则收费500
元。还有一个渠道是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
六的下午2点到4点，草堂西市古玩城的鉴
定窗口对市民提供免费服务。甘晓说，“实际

上文物总店出具的证书不具法律效应，但出
了问题，要承担法律责任。具备法律效应的
是省文物局鉴定站，但那里不对外鉴定。”

常年参与鉴宝的专家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大庙会的公开鉴宝活动是一个纯服务
性的窗口，也是每年宣传收藏基本理念的
渠道。来参与鉴宝的都是一线专家，日常工

作已满负荷了，总的来说没有太多精力为
老百姓浩若烟海的藏品一一进行鉴定分
析。苏欣还强调，体制内的行业专家哪怕退
休，也不能私下进行有偿文物鉴定，涉及文
物盗抢案鉴定的专家，在工作上的限制就更
多了。“我所知道的这些专家，还没有，或者
说还不敢。我们有严格的行业规范。”

收藏的传奇故事从来都不缺。2011年4
月7日，民间著名鉴宝专家、中国古陶瓷鉴
定师、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古玩艺术品
收藏鉴赏研究会副会长王国丙神秘地来到
成都藏家宋良志家里“看点东西”。

整整一个星期，王国丙都住在宋良志
家里。“看”的结果是不对的东西过半，宋良
志说当时“把仿品用汽车一堆一堆地拉出
去送人”。少量好的，王国丙给予了书面的
评语。如一件“明宣德青花缠枝莲纹梨形
壶”，鉴定结果是：此藏品为明宣德青花缠
枝牡丹梨形壶。所用青料为苏料、浙料勾
兑；另一件“明青花缠枝花草纹方枕（一
对）”，鉴定结果是：此藏品很好，画工精美，

为明永乐、宣德年烧造，可上大拍；一组“明
成化青花婴戏图纹高足杯（三只）”，鉴定
为：此件不够成化，但是是好东西，制造于
明晚期，东西不错，属官搭民烧窑制。

上世纪80年代末，朋友送了宋良志一
件唐三彩马，正式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宋
良志找到他的老战友、著名中医刘德候，数
十年来刘德候靠医术挣下了殷实家业。近
三十年下来，刘德候与宋良志搭档，他负责
资金支持，宋良志负责买，两人一起积攒下
数百件藏品。1982 年在天津花 2 万元人民
币拿下一件“雍正御制花蝶配诗长径珐琅
彩橄榄瓶”，90年代初在茶马古道沿途“守
株待兔”相继拿下“龙泉青釉剔牡丹荷叶盖

罐”“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方枕”“明宣德青
花龙凤纹如意”等重要藏品。成都商报记者
通过当时的鉴定视频，看到了73岁的王国
丙为这些藏品开具了书面鉴定意见。

目前，宋良志和刘德候已很久没再收
东西了，转而进入鉴赏精研的阶段。宋良
志说，越往深了扎，越觉得这个行业水太
深，瓷器又是“深中最深”，他说自己也曾
交了不少学费，虽不至于惨重损失，但也
曾灰心丧气。“藏品深似大海，投入无止
境，而藏家穷极一生倾其所有，经验都是
从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本文涉及的藏品资料和鉴定信息均
为藏家提供，仅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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