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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递

“无声诗” 中国当代水墨展

2015年2月11日至3月17日，“无声诗———

中国当代水墨展” 在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展出，

此次展览是由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主办，中央美

术学院教授赵力博士和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副

馆长吴秀华博士共同策划，陈俊、杜小同、郝世

明、李威、潘汶汛、孙浩、徐华翎、徐加存、祝铮鸣

等9位艺术家共同参与的大型当代艺术展。

“无声诗———中国当代水墨展” 的展出作品

尽管在传播理念、 内在价值以及关注点上与传统

艺术并无二异，但在形式、风格和笔法上都与传统

水墨大不相同。 并且在保留传统艺术深层价值的

基础上，对绘画方法以及新材料、媒介和工具的运

用进行创新。 此次展览旨在证明，这些参展作品与

当今社会批量生产的艺术和流行文化不同， 尽管

只是没有文字和声音的图像， 但也可以像诗一样

优美而智慧，期待为观众带来灵感和启迪。

“羊大为美” 群展

2015年是农历乙未年，恰逢“羊” 年，为弘

扬民族传统文化， 迎接羊年到来， 从2015年2

月12日至3月8日，欧阳文化活动街和朱屺瞻艺

术馆共同主办的 “羊大为美———2015年生肖

艺术展” 。

2015年新春佳节期间，“生肖艺术展”作为

欧阳文化活动街联动的重要项目，一百二十余幅

名家作品和欧阳社区居民的书画、摄影等获奖作

品共同搭建出一个互联互动的展场效果。 参展

作品有徐昌酩、张根宝、蔡育贤、侯殿华等上海名

家的书画作品，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大师的剪纸

艺术作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陈凯峰的面塑作

品、享誉全国的金山农民画以及生肖邮票等。

“轻如鸿毛” 陈熹个人展

2015年2月11日，香港雍廷序画廊隆重呈现

奥地利华人画家陈熹在香港的第二次个展 “轻

如鸿毛” 。

在陈熹的画作里，是一片只有黑与白构成的

世界，相对的两色在纸上跃动、共鸣，寂静却不寂

寞。近看他的工笔画，准确及耐性是第一印象，几

近完美的轮廓和线条， 总让人忍不住直视许久；

换个角度却又有3D的立体感， 仿佛图样是漂浮

在画框之中的。陈熹的另一种独特泼墨画风格也

带有他个人的鲜明色彩，他将抽象山水以多层次

的拼贴组合，平行的山脉、纵走的山谷，现代风格

的景色轮廓浮现于多达数十层的宣纸， 跃于眼

前。 这些中西合璧的画如同他的学习背景，既有

西方的轮廓，又有内在的中国人文思想。 此次展

览将持续至3月18日。

“云端之上” 谭恩个展

日前，“云端之上” 谭恩个展在四川成都东

湖文化艺术中心开幕，展览将持续至2015年2月

21日。

谭恩，1979年生，1998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

油画系，现居成都。其作品曾被上海花旗银行、美

国加州国会收藏。他的油画作品充斥着死亡与信

仰等神秘力量， 让观者驻足时不禁屏住呼吸，陷

入混沌天地的魔幻之中。

谭恩的绘画承接表现主义脉络，较为自如地

将情感渗透在奇幻的色彩之间。 同时，他对画面

空间结构的把控以及对绘画语言的运用，则展现

了他对当代绘画的关注视野。在社会现实与个人

理想、 绘画传统与当下绘画语境所呈现的构架

中，谭恩保持了他在绘画方面的一贯特质，以激

情与敏感不断地回应当代社会对个人内心的撞

击，并在这样的回应中逐渐找到适合他的绘画道

路。 此次展览将从300多件油画作品中精选出80

余件和大家分享。

三亚·海棠湾

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三亚·海棠湾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在

三亚海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开幕，展览将持续至

2015年3月10日。本次展览汇聚了来自中国美术

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知名

艺术机构的十二位当代著名国画家的46件近期

精品力作，作品涵盖山水、人物、花鸟三个领域。

在笔墨上，这些画家将主体心性的意象造型与绘

画语言的趣味相融合，创造出或简洁清脱，或生

涩辛辣，或雅致婉约的笔墨语言。就风格而言，这

些画家所创制的艺术风格，基本代表了当代中国

画创作的走向，较好地展示了当下中国画的创作

水平。

圈点

微信朋友圈里那些艺术事

艺术圈的“年礼”

□

毕武英

虽然离农历羊年春节还有

一周时间， 但艺术圈似乎已经

提前进入节日的状态。 微信中，

画廊已经开始和大家说再见，

并告知重要的展览都安排在年

后； 漂在各地的拍卖公司业务

经理们，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踏

上回程的航班，一路随拍风景，

一路在圈中分享； 还有一些仁

慈的艺术公司， 提前给员工放

假， 后者一边欣喜地整理好自

己的工位， 准备来年有个新气

象， 一边在熄灭办公室最后一

盏灯之前， 不忘拍下一张空空

的办公室照片， 然后发到朋友

圈去“拉仇恨”。

在这样的欢快和轻松中，如

果谁还晒一些和工作有关的展

览或者作品一定会被众人忽略

而过， 连一个点赞的心情都没

有。因为，新年就要来了，年味才

是主旋律。在这样的“年味”心理

刚需中， 除了晒美食和风景外，

大家还纷纷晒起了收到的各种

艺术“年礼”。

因为和艺术相关，所以艺术

圈的各种“年礼”和普通年礼相

比更加凸显个性。虽然造价不一

定很高，但由于蕴含文化和定制

性， 哪怕是小小的一盒茶叶，也

显得精致可人。 重要的是，想买

却无处可买。

比如一家圈内知名的艺术

网站，在给自己客户的新年心意

中，有一幅用特种红色纸质做成

的空白春联。左右联的上下顶端

分别用烫金绘制了一头正在锄

地掘金的山羊，和百无禁忌四个

字。 还有数枚同样有着掘金羊图

案的压岁包， 红包成正方形，掘

金羊被处理成镂空状，里面装着

一张烫金特殊纸。 远远看去，压

岁包上的那头正在挖掘的羊，呈

金色，像是窗花一样，线条分明，

栩栩如生。 除了对联和压岁包，

还有三个密封的十分小巧可放

于掌心的红色五角纸盒，像一个

小小的谷仓，装着数粒米和一些

盐，寓意着五谷丰登。 最出彩的

是， 还有一块用特种布做成的

“羊头门神”，这幅羊头门神由许

多不同小人儿形象组成，羊眼睛

的形象来自《山海经》里面的神

兽———开明兽。 《山海经》记载，

昆仑有九道门，守门的就是开明

兽，它有九个头，并长有人脸，体

型巨大，勇猛无比，据该网站介

绍，此门神形象是由中央美院一

位副教授设计的。

还有一家知名的拍卖公司，

一直以来都是以文化和创意令

业内耳目一新，这次它们为客户

准备的年礼， 继续发挥着自己

“化腐朽为神奇”的创意构思。 打

开礼盒，里面是笔记本、台历、茶

叶以及压岁包等寻常之物，但在

几枚压岁包的封套上，印着几张

年龄相仿的孩童的笑脸，这几个

小朋友都是该公司员工的孩子，

照片上面一行手写体，让人们得

知他们的真实身份外，也表明了

孩子们祝大家新春快乐的温暖

情谊。 这张简单的封套，轻而易

举地就让人记住了这份年礼和

不一样的企业文化。

而一些画廊给自己的朋友

们准备的年礼也很有特色。 笔

者认识的一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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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代理一

位禅师作品的艺术机构， 年礼

是一款以该禅师斋号———“合

掌斋”命名定制的茶叶，因为在

佛教中数字“

7

”有特殊的意义，

因此茶叶每盒有

7

小包，装在一

个极为素净的牛皮纸色硬纸盒

中， 纸盒上用凸型文字印着斋

名和禅师的法号及印章， 没有

过多的色彩修饰， 却让人过目

难忘。 里面的

7

小包茶叶，采用

的是淡金色的包装，不炫俗，有

着佛法之光的威严。 除了黑色

的斋名和红色的印章外， 茶包

上还印有一幅禅师的手绘作

品， 像很多手掌又像蔓延的枝

条伸向天空。这时，茶的味道似

乎已经不再重要。

除了给客户准备的年礼，一

些艺术机构也在年终举办答谢

宴。 答谢宴中，抽奖的礼品，就

变成了朋友的惊喜。 比如，一个

专注于推广青年艺术家的机

构， 晚会的抽奖礼品有一些是

与自己合作艺术家的小幅原

作。 笔者认识的一位朋友，就幸

运地得到了一幅青年艺术家迟

群的作品。

这些， 就是艺术圈的 “年

味”，不奢华，却温暖。 当我们一

直在说艺术似乎过于高冷的时

候，一回眸，它其实已在灯火阑

珊处。

收藏

琥珀收藏乱象丛生

□

萧蔷

用圈内人的话说，2014年的琥珀

市场，怎一个涨字了得。琥珀价格像脱

缰的野马一样疯狂上涨，旺季涨，淡季

涨，好货涨，垃圾货也涨。

市场繁荣，泥沙俱下。不管是琥珀

还是蜜蜡， 各种各样的概念炒作花样

迭出。 李代桃僵，甚而人工合成，以假

充真， 琥珀和蜜蜡已被圈内人称为造

假最严重的有机宝石。

琥珀蜜蜡大PK

琥珀是4000万年至6000万年前

的针叶树木分泌出来的树脂， 在地壳

运动中深埋地下， 逐渐演化而成的一

种天然树脂化石。 有些还隐含了远古

时代的蚂蚁、蜘蛛、蚊虫之类的昆虫和

植物的种子以及炭化的树叶。 作为一

种珍贵的有机宝石，琥珀被誉为“世

界上最轻的宝石” ， 观赏性和药用价

值都很高。

人们常说 “千年琥珀， 万年蜜

蜡” ， 似乎蜜蜡形成的年代要比琥珀

更加久远，但藏家言这只是一个传说。

不是所有的琥珀都能称作蜜蜡。

蜜蜡是琥珀的一种，因其色如蜜，光如

蜡而得名，呈明黄至暗红色不透明体。

在物理和化学成分上蜜蜡和琥珀没有

区别，都是化石树脂，数千万年乃至上

亿年前树脂被埋入地下形成的有机矿

石。为了区分，有人简单地将透明的叫

琥珀，不透明的就叫蜜蜡。

琥珀和蜜蜡最大的区别是琥珀酸

含量不同。当内部琥珀酸含量低于4%

时，化石树脂呈现透明状态，一般被称

为琥珀。 琥珀酸含量在4%至8%之间，

化石树脂呈现云雾状半透明形态，一

般称为金绞蜜蜡、 金丝蜜蜡或者水晶

蜜蜡。 当琥珀酸超过8%，化石树脂呈

现出不透明的泡沫状，被称为蜜蜡。

据专家分析， 琥珀酸的含量随矿

藏周围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完全

透明的琥珀通过一定的环境变化影响

能够慢慢变成蜜蜡。 而蜜蜡通过经年

累月的把玩， 内含琥珀酸慢慢被分解

出来，也有可能渐变为透明的琥珀。

但在市场上， 琥珀与蜜蜡的价格

相差悬殊，一般蜜蜡要高于琥珀，物以

稀为贵，蜜蜡的储量远远低于琥珀。

藏家认为，蜜蜡价高于琥珀，一则

因资源稀缺，二则因蜜蜡被列为“佛

教七宝”之一。

收藏热源于文化热， 源于不同历

史阶段的社会心理认同。在欧洲，彼得

堡郊外的叶卡捷琳娜王宫以 “琥珀

宫” 闻名于世，源自于俄罗斯传统文

化对于欧洲文明的推崇；而在中国，蜜

蜡的流行则与佛教文化源远流长。

在藏传佛教中， 蜜蜡具有驱邪定

魂的能力，高僧大德的胸前，经常挂着

一串高贵的蜜蜡念珠， 信众则认为随

身佩戴蜜蜡，有辟邪护身、安神定惊、

护佑平安的功效。

西藏地区对蜜蜡的崇尚由来已

久。据说早在吐蕃时期，松赞干布的大

臣就佩戴蜜蜡圆珠组成的项链。 从清

代开始， 在西藏地方政府每年向中央

政府进贡的物品之中， 蜜蜡珠串必不

可少。对此，故宫保存的档案有详细记

载。 北京民族文化宫还曾展出过当年

达赖喇嘛向毛主席敬献的蜜蜡珠串。

据介绍，过去西藏贵族使用蜜蜡，不以

鲜黄色为美， 蜜蜡上都保留着自然形

成的深色氧化层。

蜜蜡的拥趸者对琥珀的收藏颇

有不屑。 他们认为，蜜蜡种类较少，容

易辨别， 在国内市场接受度很高，入

手简单，出手也容易。 而琥珀目前更

多地被作成饰品，种类繁多。 从产地

可分为波罗的海琥珀、 多米尼加蓝

珀、缅甸矿珀、抚顺花珀和墨西哥琥

珀；从颜色又分为金珀、血珀、茶珀、

白颇、蓝珀、绿珀、紫罗兰珀等等。 因

为琥珀分类纷繁复杂，每种颜色的琥

珀储量并不明确，其价格高低多因炒

作而来，诸如近年流行蓝珀，多米尼

加蓝珀的价格扶摇直上，若从成矿年

限分析， 多米尼加蓝珀成矿时间短，

硬度低，收藏价值有限。

“老蜜蜡”与“再生蜜蜡”

琥珀价格攀升大约从2012年开

始，2013年以后继而暴涨。全球最大的

琥珀生产地在波罗的海， 产量占全球

的80%。 这些琥珀的主要市场是中国

内地，其中涨幅最大的种类当属蜜蜡。

近年来蜜蜡价格的上涨， 催生出

一个混乱的市场。 化工合成的蜜蜡比

比皆是，合成水平高者，与天然蜜蜡的

差别就连圈里的人也很难分辨。 常见

作伪手法主要以低级琥珀和化学合成

的塑料和树脂制品冒充天然蜜蜡。 业

内人称宝石市场蜜蜡造假最严重。

有藏家归纳出鉴别天然蜜蜡真伪

的诸多方法：首先看颜色。蜜蜡的颜色

除了常见的黄色之外，还包括红色、蓝

色、黑色、紫色、绿色等，真蜜蜡颜色看

上去很舒服，颜色过渡十分自然，而假

蜜蜡颜色往往深浅不一。其次，天然蜜

蜡一旦摩擦受热或燃烧时， 会散发出

一种怡人的树脂气味， 而人工合成的

蜜蜡则会有刺鼻的塑胶味； 将蜜蜡放

入1/4饱和盐水中，天然蜜蜡会漂浮起

来，人工合成的假蜜蜡则会下沉；天然

蜜蜡触感温润， 而人工合成的蜜蜡摸

起来如同玉器、玻璃一样冰凉。

专家提醒新入行者， 这些方法只

对区分合成技术低劣的假蜜蜡有效，

在蜜蜡市场上充斥着很多混沌不清的

概念， 有圈里人建议普通爱好者多关

注新蜜蜡， 而专业藏家和投资者则应

首选上乘的老蜜蜡。至于何为老蜜蜡、

新蜜蜡，则语焉不详。

有博主网上自述蜜蜡购买经历，

对新手不无启发： 以前在一家店里买

的老琥珀珠子很不错， 于是买蜜蜡的

时候就放松了警惕， 最近无意间用强

光手电一照，心中暗叫不好，买到“再

生蜜蜡” 了。 再生蜜蜡的成分其实也

是蜜蜡，只是由蜜蜡粉、碎蜜蜡热熔凝

固而成。 有人会把二次合成的再生蜜

蜡、贵族蜜蜡、雪山蜜蜡都称为蜜蜡，

我只喜欢天然蜜蜡。 要甄别天然蜜蜡

和再生蜜蜡其实很简单， 只要打强光

看纹理就行了。

用柯巴树脂李代桃僵

当下市场琥珀蜜蜡已真假难辨，

别说专家会“打眼” ，就连专业仪器都

有可能无法识别， 最常见的作伪手法

就是用柯巴树脂冒充琥珀。

专家分析， 柯巴树脂与琥珀、蜜

蜡、白蜡等都是天然的树脂化石，从成

分和形成原因上讲， 本质上并无明显

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形成年代有天壤

之别。新鲜的树脂干涸后形成硬树脂，

而硬树脂被埋藏地下后， 经过几万年

到几百万年的地质作用， 形成半石化

的树脂，是柯巴树脂。而琥珀则是硬树

脂埋在地下经过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

树脂化石。

柯巴树脂出产很多， 价格低廉，

常用于建筑装修，把柯巴树脂融化成

胶状液体铺洒在地面上， 能铺底找

平，其与琥珀和蜜蜡在价格上相差何

止云泥。

圈内人提醒，琥珀蜜蜡常有“优

化” 一说，尤其是一些净度高，颜色近

似“鸡油黄” 的琥珀蜜蜡。 不管是提

纯，还是提色，或是做旧，这种“优化”

其实就是以次充好。 柯巴树脂正是这

种“优化” 用得最多的原材料。

据介绍， 柯巴树脂90%都做成了

“老蜡” 来销售，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揭

示了市面上再生蜜蜡泛滥的成因：其

一，柯巴树脂的透明度要低于琥珀，质

感较差，不管怎样优化，琥珀和柯巴树

脂还是难以混同； 再者， 正因为质感

差，因此更增添了这种“老蜜蜡” 所谓

的“老味” 。

风向标

寿山石变迁风云录

□

刘宗跃

刚刚过去的2014年， 艺术品

市场延续2013年的下行通道 ，但

在大多数板块欲振乏力的同时 ，

寿山石却在风雨中屹立不倒。 羊

年临近，一场名为“拍卖市场中寿

山石价格走势” 的主题沙龙活动

在北京通惠河畔的石工坊艺术馆

举行。 业内人士认为，在艺术品市

场整体萧条的情况下， 寿山石价

格将保持向上走势。

一条坑头溪带来的宝藏

从祖父辈就开始做寿山石开

采， 直到自己经营寿山石高端收

藏的陈真云， 三代人几乎见证了

中国建国后寿山石市场发展的整

个变迁。

陈真云说，其实寿山石开采自明

代以来就有了，当时由于没有很好的

工具， 只能对矿山的表面进行开采。

上世纪80年代， 很多港台商人来福

建购买寿山石，当地人惊喜地发现原

来家门口的石头竟然能卖出好价钱，

于是开始了近10年的疯狂开采。“那

时候寿山石原石很丰富，价格也比今

天便宜得多，现在大约100万元人民

币的石头，当时也就一万多元，而且

还有的挑。 ”

陈真云的家就在福建出产田黄

石的那条“坑头溪” 的附近。 据文字

记载，“福建省福州市北部山区的寿

山乡，有一条约1公里长，200多米宽

的山溪，是田黄石的出产地。 田黄石

分上坂、中坂和下坂三个地段，上坂

是靠溪水上游地区，这儿出产的田黄

石透明度高，有通灵感，以颜色略显

微黄的白色调为主。中坂位于溪河的

中间部分， 所产之石大多标准而规

范，而且石质洁净湿润，色泽浓重。下

坂因处坑头一带，缺乏水冲性，故石

质透明度较差，多为桐油色、暗赭色，

纹理较粗。 ”

“种地不如挖石头”

陈真云回忆说，“坑头溪” 沿线

的村民知道田黄的丰厚回报后，地也

不种了， 纷纷在自家田中挖起了石

头。在他自己现在还保存的一张照片

上，一块地上每隔一米左右就有人蹲

在那儿挖地。 “田黄石有时很奇怪，

相邻人家的几块地，有的人家就能挖

出好几块田黄，有的一块都没有。 为

了争石头， 邻里之间的纠纷时有发

生，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遵循

只挖自家地的原则，不会挖到别人家

田间。 ”

现在，每块曾经产有田黄的土地

都被挖了五六轮， 最开始的时候，挖

到30克以下的可能就随手一丢，第

二遍的时候， 再把以前丢掉的20克

以上的捡回来， 同时丢掉20克以下

的，第三遍的时候，就只能找到一些

10克以上的。 后来，5克、6克都被当

作宝贝一样收集起来。 到现在，田间

的田黄石已经很难找到，而那条著名

的坑头溪也早已干涸，被当地政府立

了一个牌子，成为旅游景点。 与此同

时， 田黄的价格在市场上一路狂飙，

2013年秋季， 西泠拍卖的一件田黄

卖到一克约15万元人民币的天价，

打破了由中国嘉德保持的一克10万

元的纪录。

然而即便是1克15万元人民币

的价格， 在陈真云看来也不会是田

黄的终极价格。“2006年的时候，一

块56克的田黄我以56万元人民币的

价格卖出去了，1克约1万元，当时买

家问我，这么高的价格，往后还有多

少升值空间，我回答不出，他也知道

的确卖得很贵了， 因为田黄那时的

均价是几千块1克，当时北京三环边

的房子也就七八千元人民币1平米。

但是后来，我找过这个买家，想用5

万元1克的价格买回来，他不卖了。”

陈真云说，现在如果还有人问，15万

元1克的田黄买回去，能有多少升值

空间，他依然答不出来，因为田黄是

越来越少， 而资本却永远对它趋之

若鹜。

另一方面，因为从小就看着祖辈

在田中挖着石头，“能挖出一斤以上

的田黄在村里都是极为轰动的事

情。 ”因此，陈真云说，目前市面上流

通的500克以上的田黄，只要看到照

片，他就能追溯到最初是从谁家的田

中挖出来的，通过谁卖给了谁，中间

又赚了多少钱。 因此，如果突然冒出

一块超过500克的田黄， 陈真云认

为， 大多都不是真正的田黄，“因为

从记载来看，明朝以来，田黄总共就

出了1000公斤，500克以上的也就几

十块，都是有数的。 ”

近些年，不止水边的田黄，山上

的寿山石资源也几近枯竭，“山上的

寿山石还有一些料，但是政府已经禁

止挖掘，由于以前过度开采，很多山

像蜂窝煤一样被炸得到处都是窟窿，

山石松动，极易发生坍塌事故。 因此

即便没有政府的禁令，也很少有人敢

于冒这个险了。 ”

东西越来越少 价格越来越俏

陈真云说， 虽然2015年的经济

大环境和2014年一样并没有特别明

显的改善，但寿山石一级市场的精品

部分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只要

价格合适 ， 不是天价， 就很好

‘走’ 。 ” 在陈真云的经验中，由于国

家不断加大反腐力度，寿山石和书画

等领域一样，先前被作为礼品的中低

档产品是此轮调整中受创最为严重。

但寿山石的收藏因此获益。“本来这

些中低端礼品市场在一段时间被炒

得价格虚高，此次调整，正好将这部

分市场挤压回其应有的价格区间。 ”

北京艺融总经理王莺歌也认为，原来

在市场中投机的人，在此番调整中都

走掉了，留下的都是真正想收藏的。

相对一级市场，拍卖公司的征集

却陷入窘境。西泠拍卖印砚部经理蔡

祥祥介绍说，寿山石的征集一直就不

太好做，市场不好的时候卖家更不愿

意出手，“藏家一般手里的精品也就

几件，他们很清楚一旦卖掉，就再也

回不来了。除非给出一个非常好的价

格， 否则藏家不会让你拿走这件东

西，说白了，市场上还是精品太少。 ”

潘惊石 善伯石对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