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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砸的是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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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香港地区媒体报道， 突然宣布

与胡杏儿分手的黄宗泽近来一直积极求

复合，除了不停发短信外，还急订钻戒求

婚。 据《新快报》

九把刀来蓉签售

第二部电影要让你看到流泪

成都商报讯 （记者 陈谋）

昨天，导

演、编剧九把刀带着他的新书《再一次

相遇》《最美的徒劳无功》《上课不要看

小说》和《上课不要烤香肠》来蓉签售，

现场火爆。 不改鬼马风格的九把刀表情

丰富，举手投足充满自信，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时他透露， 由自己小说改编的

一部新剧正在筹拍中， 到时候读者看到

一定会泪流满面。

九把刀说， 第一部电影在大家并不

看好的情况下拍摄， 他也抱着玩一玩的

轻松心态。“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幸运，

我已经在筹拍第二部电影， 年底会出概

念片。”九把刀说，《那些年》是为自己

拍摄的电影，而第二部电影是为了读者，

“读者知道是哪部片子后， 一定会泪流

满面， 因为他们之前曾经问过我为何不

拍这部而拍另外。”

九把刀很多作品在网络上被侵权，

昨天他表示很愿意加入作家维权联盟，

他曾要求手机厂商下架被侵权的作品,并

向盗版商宣战,但对方反而要求他给予廉

价授权。目前，九把刀正请团队在做一个

自己的60部作品集，供读者免费下载。

昨日下午， 王刚给成都商报记者

发来短信， 表示：“北京市政府新闻办

公室官方微博已经发布了： 由北京市

文物局组织的鉴定专家组已经对展览

中的赝品进行了鉴定， 结果为所有展

览的赝品均为现代仿品。”记者随后查

到，经过了V认证的北京市政府新闻办

公室官方微博“北京发布”于昨日15：

55发布微博称：“近日， 有网民质疑王

刚在北京电视台“鉴宝”节目中把真

文物当成假的砸了。 北京市文物局对

此事高度重视， 立即请北京市文物鉴

定委员会的专家前往鉴定。 经对砸了

的文物残品鉴定， 所有被砸文物都是

假的。 北京市文物局表示欢迎广大网

民监督。”

成都商报记者又联系到北京卫视

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她透露节目组目前

不方便接受采访，不过这名工作人员表

示“节目的准则本来就是去伪存真，都

是经过考证的，没有说砸错的现象。”而

对于“砸”这个充满争议的环节，节目

组是否会进行调整或者取消呢？工作人

员回应说：“目前没有。”

（徐云霄）

对于近日来质疑节目主持人王刚在

“天下收藏”中所砸的“赝品”中有的是

“珍贵文物”的说法，王刚进行了回应。

表示自己“没有失误过”。对于大家质疑

他就从来没有失误过的说法， 王刚十分

自信不会出现失误“因为它们都是经过

专家鉴定的。另外，它们绝大部分对我来

说，犹如开门进来一人，是男是女，一眼

就能分清吧！” 对于为什么要用砸赝品

这样极端的方式，王刚表示“简言之，就

是恨啊！恨那些造假、贩假者，同情进而

警醒那些上当受骗的藏友们。这么做，实

在有些现实关怀在里面。 我在这行里待

久了，耳闻目睹太多太多穷其一生积蓄，

买到的全是赝品的辛酸故事。” 目前对

于“砸”有很大的争议声，王刚曾在一本

自传中说过， 这是一个电视的表现形式

“说句实在话，如果我要不砸，这个收视

率肯定要降的， 因此就必须有这么一个

悬念，要触目惊心。做这个节目，主持人

要担很大的干系，一不留神，把真的给人

砸了就惨啦。”

据《燕赵晚报》

对于目前闹得沸沸扬扬的错砸“珍

贵文物”一事，韩勇也对媒体进行了回

应，称在节目中没有错砸过真品。那么

多的人冒着宝物被砸的风险来参加节

目，就是看中了节目中专家的专业眼光

“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和科学， 能够得到

大家的认可”。而在全国鉴宝节目中，只

有“天下收藏”有砸宝环节，韩勇表示：

“这个领域是不怕东西贵， 就怕东西不

对，出于这点，去伪存真就成为节目核

心的理念。有了理念之后，你得有电视

艺术呈现的手段吧，我们的主持人王刚

老师就创意了这样一个环节，体现了去

伪存真的极致的表现手段，同时也是电

视语言很有冲击力的一个画面，两面都

非常贴切。”

据《新闻晨报》

■

日前，有媒体曝光无线小生谢天华

被拍到与异性街头公开“车震”。之前香港

地区媒体有消息传出，谢天华妻子李天恩

曾因他行为不轨自杀入院。 （成风）

“ 天 下 收 藏 ” 栏 目 砸 “ 文 物 ” 事 件 追 踪

北京东方大学传统文化学院院长李彦君称：持宝人是托

王刚回复成都商报记者：

北京市文物局已组织专家鉴定，都是赝品

王刚坦言砸瓷器为收视率：

必须有这么一个悬念

“砸宝”创意来自王刚

为了电视画面更有冲击力

日前，一则“在北京某电视台一档文

物鉴定栏目中被砸赝品实为珍品”的消息

引发社会关注。围绕是否“错砸”，形成两

派截然相反的意见，“天下收藏” 栏目方

坚称被砸的均为赝品，不会看走眼。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前，北京东

方大学传统文化学院院长李彦君劝慰广

大观众和藏家大可不必担心“错砸”，理

由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在表演的节目”。

李彦君表示他曾亲身参与节目， 对内情

非常了解。他了解到所谓的“赝品”都是

事先从潘家园等旧货市场故意买的假

货，然后找来所谓的“持宝人”上台表

演，最后理所当然地被砸掉。从这点来看

这个节目已经不是专业节目了。“这是表

演， 之前就是买的假的， 当然不会砸错

了！ 全国收藏栏目的主办方很少是懂专

业的，所以他们经常出笑话出错误，包括

马未都的节目。”

另据《北京晚报》消息，“天下收藏”

栏目制片人韩勇表示，质疑不会影响“天

下收藏”栏目去改变挥锤的方式，对于赝

品，节目以后还会继续“砸”下去，除非政

府部门阻止。当记者追问栏目有哪些机制

来保证不会砸掉真品时，韩勇一直以现在

不方便回答来回应。

记者：有质疑说这档节目中的有关专

家是古董商，没有鉴定资质？

韩勇：

我没听说过国家有规定说鉴定

需要资质啊。

记者：对于质疑方提出的公开电视辩

论会怎么处理？

韩勇：

我们没有义务来跟他回应和辩

论。我们节目组可以对我们节目中播出的

鉴定藏品负责任，也欢迎有不同意见的人

来质疑。如果是相关的机构提出来我们可

以配合，任何一个人都来质疑，我们的正

常工作还能保证吗？

记者：持宝人来节目签的协议，有法

律效力吗？

韩勇：

法律上的意义我不好明确地描

述。实际上是一个双方认可的君子协定。

记者：节目会正常播出吗？会在节目

中回应吗？

韩勇：

当然正常播出，不会回应。没有

必要。

记者：有质疑说节目组会去潘家园买

假的东西，然后找持宝人去上节目？

韩勇：

第一，这个现象不存在。每天我

们接的电话七八十个都要来参加节目。退

一万步讲，即使有这种情况，它也是一个节

目手段的问题，不存在欺骗的问题。因为我

们做的是收藏鉴赏类节目， 展现的是真与

假，只要没有把假的说成真的，把普通的说

成珍品，其他的无可厚非啊，有意义吗争论

这些？况且这只是他们的想法而已。

记者： 参加过节目的一个专家说不可

能砸错，因为这些东西是栏目组找的假货。

韩勇：

都这么说了为什么还说我

们砸碎的东西里有国宝级的呢？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只是

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操作理念

和流程，完全不是回应他们，

没有意义。

记者： 从流程上来说有

没有这种情况？

韩勇：

没有。但是存在持

宝人自己个人原因不愿意出

镜， 或者表达能力不好我们

建议他找人代他来， 是为了

节目的精彩。 我们做的是电

视节目。 纯做收藏讲堂可能

也没这么多人关注了。

据《京华时报》

今 日 一 条 娱

“砸宝”创意来自王刚

第21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昨日在京举

行发布会， 公布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提名名单。 相对于去年金鸡奖的冷门不

断，今年的百花奖回归大众，《唐山大地

震》《建党伟业》《失恋33天》《杜拉拉

升职记》《辛亥革命》 五部影片将角逐

最佳影片奖。文章、任达华、陈坤、李雪健

和赵文瑄，白百何、吴君如、李冰冰、周迅

和徐帆成为最佳男女主角的候选人。据

悉， 电影节将于9月26日在浙江绍兴举

行。

（张世豪）

又讯

昨日， 金鹰奖举行发布会，公

布了本届金鹰奖评选情况的部分结果。

其中，《中国1921》 获最佳电视剧奖，

《中国地》导演阎建钢获最佳导演奖，编

剧王朝柱凭借《辛亥革命》摘得最佳编

剧奖。 最受关注的视帝视后则要到9月7

日—9日在长沙举行的金鹰节上才会最

终揭晓。

（徐云霄 综合）

第31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公布提名名单

▲

被王刚砸掉的赝

品 “永乐款暗刻龙

纹白釉瓶”

对话栏目制片人 只是手段问题，不存在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