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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河

在不久前举行的香港佳士得2014
年秋拍“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
专场中，一幅作品以5000万元港币起
拍，通过22分钟的竞拍角逐，最终以
3.48亿港元（超过2.78亿人民币）的价
格成交，创下了中国艺术品在所有国际
拍卖行拍卖的最高纪录。

青海民族大学教授、《青藏高原论
坛》副主编唐仲山评价这一消息时说，
这是唐卡创纪录的一次拍卖，它传达出
一个市场信号：唐卡火起来了。自去年
以来，在藏区，古玩收藏行内和文化高
端圈内都开始体现这种趋势。

从收藏市场来看，早些年，唐卡一
直比较小众。直到2006年唐卡列入国
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热度迅速

飙升。
唐卡在西藏有1300多年历史，但

外界对其所知不多。名贵的唐卡制作
颜料和画师的费时费神是以往所大致
了解的唐卡价值的一个体现。

每一幅唐卡的完成都需要画师挑
战自身的耐心和意志力，从准备画材、
颜料开始，到起稿、描绘、填色、定稿，
每个步骤都需精心完成，容不得有半
点浮躁和杂念，尤其是在绘制过程中，
每一个细微的线条都要求全情投入。

颜料上，用金、银、珍珠、玛瑙、珊
瑚、松石、孔雀石、朱砂等珍贵的矿物
宝石以及藏红花、大黄、蓝靛等植物
颜料调色制成，很多矿物原料比黄金
还贵重，这些天然原料才保证了所绘
制的唐卡色泽鲜艳，即使经历百年岁
月，能依旧保持明丽色泽，这也是现

代化学颜料所无法比拟的。
传统的唐卡制作，最讲究的就是画

工，一个唐卡画师的培养，光打线条这一
道工序，要学7年，上色要学4年。而随
着市场的迅速升温，大量以现代工艺生
产的唐卡出现在市场，这些作品采用复
印技术，把一个画师勾的草图大量复印，
找人填色，最后关键的开眉眼环节，再请
技术好的画师来完成，这样就大大加快
了唐卡制作的效率，但可想而知，其与传
统工艺唐卡的品质也是云泥之别。

看一幅唐卡的价值，画面的精细复
杂程度、尺寸大小自然是主要影响因
素，但画师的创作年龄、名气及流派等
都是重要判断价值因素。此外，使用的
颜料也是影响唐卡价值的一个因素，像
琥珀、朱砂、红宝石等珍贵颜料，在欣赏
时应注意辨别。

文玩菩提
收藏升温
■ 江静

近两年来，收藏市场上涌现出一
股收藏菩提子的热潮。代表品种有高
端的金刚菩提和凤眼菩提，也有低端
的“千眼菩提子”，它们常常被制作成
念珠、手串以及把件出售，商贩往往将
其塑造成具有各种“神奇功效”的菩提
子，并以佛家身份加持。但深谙进货
渠道的商家却透露，像千眼这种所谓
的“菩提子”其实只是普通植物的果
实，并不具备太大的收藏价值。

有着多年收藏菩提子经验的藏友
于先生介绍，菩提子种类繁多，现在市
场上比较流行的四个品种分别是龙眼
菩提、凤眼菩提、星月菩提和金刚菩
提。“挑选购买菩提子一定要注意选对
品种，好品种的升值空间比较大。”于
先生说。

其次对菩提子而言，品相也非常
重要。好品种的菩提也要品相好才值
钱，例如星月菩提，首先要“正月”，菩
提表面最大的孔即菩提眼位于正中
间，周围的小孔像众星捧月一样，整串
菩提子的菩提眼看起来能整齐地排列
在一条线上的更受欢迎；然后要看大
小，菩提子越大越好，直径在1.1厘米
以上的产量相对来说很少，所以相当
珍贵，而且整串菩提子应该从外形大
小到成色大体一致；三是看密度，密度
越大越有厚重感，越受追捧。

另外，购买收藏菩提子应看工艺，
工艺好的升值空间才大。还是拿星月
菩提来说，干磨比水磨更好，水磨的菩
提子表面比较光滑，可盘玩的时候不
易上色，而干磨工艺复杂，表面较为粗
糙，但盘玩之后更加好看，日后的升值
空间也比较大。

■ 陈鹏举

收藏，现在是好时候了。近来有
跨界演讲的学者说，收藏要具有“世
界眼光”。这里，我要说说“中国眼
光”。

什么是“中国眼光”呢？我想，它
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感知和洞察。
中国收藏家，甚至是为数众多的收藏
爱好者，应该知道甲骨文记载着什么
天时和人事，赫赫宗周的青铜器上

“宅兹中国”出现在什么时候，中国的
英文名字为什么和瓷器一样。他们
应该知道平原君绣像、泰山经石峪，
楚简、北魏北齐造像，陆机平复帖，宋
代五大名窑和山水画，还有明代家
具、青花瓷。他们应该知道五弦琴、
汉代印信、唐人写经、宋版书，颜柳苏
辛墨迹。他们还应该知道民国文人
信札。等等等等。作为一个中国收
藏家，除了他收藏的专题和领域之
外，还应该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众多的
文明物证，有一个大致会心的浏览。
这就是“中国眼光”。只有努力具有

“中国眼光”，收藏才称得上是收藏。
只有渐渐具有了“中国眼光”，中国收
藏家的心，才会像中国文字那样温暖
和富饶起来，才会对先人和前辈从心
底里产生敬畏和景仰，才会对中国文
化的前程自觉担当起来。这是收藏
的本意，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最初的
向往和最后的自豪。

收藏更要有
“中国眼光”

■ 本报记者 赵优

静美如诗的南丽湖，绿野仙踪般的
“百里百村”，透心沁爽的热带冷泉，风
韵犹存的定安古城……凭借令人陶醉
的天赐风光和底蕴深厚的本土文化，定
安已成为琼北最主要的休闲旅游地之
一。不少前来定安探访的游客纷纷感
叹：“品海南，到定安。”

旅游之中，最值得品味的，或许就
是悠久文化和本土内涵。近年来，定安
县以文化为媒，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古
色文化、绿色文化”，并以此为主题加快
发展旅游业，全力打造琼北经济圈休闲
养生旅游基地。

“三色文化”助力乡村旅游

定安虽无海，但这里山清水秀，四
季如春，田畴似锦，花果飘香，民风纯
朴，文化尤为发达，名胜古迹颇多。立
足独特的旅游资源，定安县大力开发文
化旅游和乡村游。

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南部
火山岩原生态绿色丰富资源，定安县着
力打造“古色古乡百里百村”旅游景
区。如今，这条100多里长的乡村生态
旅游精品线路串起最富历史内涵的景
点，形成乡村中的景区，景区中的乡村。

在皇坡王子爱情乡村公园的榕树
下，你能聆听一段关于王子的美丽爱情
故事：至治元年（1321年），时为亲王的
图帖睦尔（元武宗次子），因宫廷内争，
被放逐琼州。与能歌善舞、声色并丽的
定安娘子青梅两情相悦，被传为佳话。
为见证忠贞爱情，图帖睦尔和青梅在岭
口镇皇坡村种下了两棵榕树———后
人称之为“爱情树”。在海南唯一探花
郎张岳崧故居所处的高林村，至今民居
仍然依旧时模式而建，路用青石铺设，
古朴自然。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一段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红
色故事，诠释了定安人民的宽厚和仁
义。

“山水之中有文化，文化让山水愈
发灵动。”来自东北的候鸟老人孙建国
告诉记者，自然山水与文化的高度融
合，给人一种全新的人文体验。

各色活动展现文化底蕴

为了将历史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
进行合理包装，定安借助端午美食文化
节等各色活动来全面推介旅游。

安稳的农耕文明熏陶之下，选料上
乘、口感独特的定安粽子应运而生，并
在海南粽子中独树一帜。定安把小粽
子做成大节庆。历年的端午美食文化
节上，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又汇聚定
安，吃粽子、品美食、听八音、游百里百
村，在为定安带来旺盛人气的同时，无
形中也为定安旅游打了一个巨大的广
告，成为旅游推广的突破口。“连续5年
举办美食文化节，评选十大美食、八大
景等，让更多人知道，定安有美食有美
景，自然是个令人向往的好地方。”定安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孙泽文说。

作为定安旅游的龙头，文笔峰盘古
文化旅游区在发展中紧抓人文情怀和
文化内涵。每年开展传统民俗特色新
春庙会、白玉蟾祖师圣诞、七夕情人节、

“南天情”爱心慈善公益活动、沉香旅游
博览会等活动，大大提升了名气，增加
了旅游人气，2013年该景区接待游客
超过60万人。其中文笔峰沉香文化苑
是世界建筑面积最大的南宋风格沉香
园区，闻一闻沉香散发出的香气，顿觉
静气安神，让人流连于隐秘的沉香文化
之中。

文化产业促进旅游升级

在新的媒体传播环境下，定安紧跟
潮流创新方式，以影视剧为媒介，“借题
发挥”，极力推介定安旅游。

“这不是定安古城吗？”此前由张

嘉译、李乃文、左小青、小宋佳等主演
的年代情感大戏《爷们儿》热播，细心
的观众对剧中历尽沧桑韵味浓的海南
定安古城眼熟不已。作为取景地的古
城西门、老县衙等仍保留着原汁原味
的独特年代感，让不少人并心生向
往。而电影《私人订制》、《毕业那年》
的拍摄和发行也极大加大定安文化旅
游促销力度，吸引了不少粉丝和游客
前来定安游玩。

“充分挖掘利用好本土丰富文化资
源，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促进旅游文化
的共同发展。”定安县旅游委主任徐吉
表示，去年以来，定安策划包装了一批
旅游招商项目，加大了对海南文化博览
园、文笔峰二期、天九美食文化广场项
目等重点旅游项目推动力度，以期做大
文化旅游蛋糕。

（本报定城12月10日电）

百度文学宣布
打造泛娱乐化产业链

随着百度文学的成立，百度首先明确提出
——打造泛娱乐化产业链。

百度文学在原创平台方面，目前以“纵横中文
网”为核心，签约作者超过1万，注册作者超过40
万，书库作品超过16万。而在分发平台方面，百
度文学拥有“百度书城”App和页面站，以及“熊
猫看书”等自有平台。此外，与百度分发平台进行
版权内容合作的合作商超过200家。据介绍，百
度文学已拥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再加上百度强
大的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分发能力，足以影响到
网络文学的大局。百度文学并不是卖出版权就结
束了对一部产品的开发，而是会全程参与到作品
版权改编的各个环节，成为投资方，也成为收益
方。 （据《北京日报》）

点评：互联网巨头的特征就是大而全，什么都
要插上一脚。网络文学作为吸引粉丝、聚拢人气
的平台，已经越来越受到网络大佬们的青睐。特
别是在涉足影视业和视频网站之后，源源不断的
剧本和固定的粉丝受众群，是保证自制影视剧和
节目基本观众的基础，所以百度提出的泛娱乐化
产业说白了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做法对
于整个行业发展未必是好事。

2014中国邮票年册
加入多媒体元素

2014年邮票年册12月1日正式发售。今年
的邮票册除了精美的设计外，还加入了多媒体的
元素，只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邮票就能“动起
来”——本来印在邮票上的火箭“飞”了起来。

购买2014邮票年册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安卓
手机扫描邮册上的二维码安装平台，并通过扫描
邮册中每枚邮票图案，展示出更多的邮票及邮品
的内容。用手机扫描《大闹天宫》邮票，孙悟空手
中的金箍棒听你指挥：你喊“大”，它就变大，你喊

“小“，它就变小。静态印刷不再是邮册的唯一形
式，听、观、赏、动的多媒体技术讲述更多的邮票故
事。 （据《中经网》）

点评：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都开始捆绑
高科技，故宫打造数字化社区、开发数码衍生产品
效果显著，如今邮票也加入了数字化的阵营。集
邮可谓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独特
的集邮文化。现在推出的多媒体邮册只是让邮票
变得好玩起来，但是这种形式在别的网站或者
APP上都能找到。多媒体邮册更多的恐怕还是要
在“邮文化”上做文章，才能真正做到集邮的现代
化。

美国艺校盗演
《大梦敦煌》

有“可移动的敦煌”之称的舞剧《大梦敦煌》在
近期被发现已在美国遭一家艺校盗演5年之久，
该剧主创方兰州歌舞剧院11月中旬发布了维权
和谴责声明。目前，侵权方尚未作出正式的书面
道歉和解释。

据兰州歌舞剧院了解，自2009年 6月起至
今，一家名为波士顿天使艺术学校天使舞蹈团
（Angel Dance Company）的机构在波士顿等
地多次公开排演《大梦敦煌》，打着中国舞蹈艺术
经典的招牌进行推广，并在当地“亚美节”等公众
活动中大肆宣传。同时还以15美元至90美元不
等的票价公开推销门票。兰州歌舞剧院在发布维
权和谴责声明后不久，收到了来自波士顿天使舞
蹈团通过微博私信和电话等形式的“非正式”道
歉，尽管其最近没有继续演出，但缺少一个很正式
的道歉和承诺。 （据《中新网》）

点评：一般说来，盗版通常发生在文化相对落
后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舞蹈团对《大
梦敦煌》的盗演，可以看成是一个好的信号，那就
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完全可以走向世界任何国家。
其次，对于盗演，我们在正当维权的同时，也不必
过于兴师动众。一来盗演的团体只是一个很小的
学校舞蹈团，形不成什么气候，二来可以藉此扩大

《大梦敦煌》在美国的影响，为今后该剧进军美国
营造舆论氛围。

依托悠久历史文化和深厚本土内涵，以文化为媒，不断
提升旅游品位

定安：文化古城谱新韵

本报讯 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
司艺术品拍卖会将于12月20日下午
在海口国商海航商务酒店举行，届时将
为海南藏家和投资人提供一次近距离
鉴赏艺术品的好机会。

艺术品是文化和品味的标志。近
年来，艺术品拍卖征集拍品很难，要征
集精品就更难，关注和参与艺术品市场
的人与日俱增，而越来越多的藏家推断
市场价格会继续上扬，为了追求更大的
经济回报，数量有限的精品被大批藏家
珍藏不愿轻易出手。

在此背景下，海南亚奥征集数十
位名家书画作品百余件，其中包括冯

远、方楚雄、张立辰、姚鸣京、陈树人、
方土、龙瑞、何水法、赵少昂、吴文生、
陈显栋等人作品，还征集到紫罗兰翡
翠、紫砂、海南黄花梨等珍品，将为海
南艺术品藏家和爱好者提供一次难得
鉴赏机会。

据介绍，为了保证拍品品质，该
公司聘请国家级鉴定专家，力保真
品，剔除赝品，并和收藏界、企业家、
各界名人及海内外收藏机构有着广
泛的交流合作。因此，此次拍卖会成
交量和价格都令人期待。每件成交
的艺术品，公司都将颁发图文并茂的
拍卖收藏证书。 （海啸）

现·中部文化之旅发

海南亚奥举办2014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百余件名家书画20日开槌

唐卡之“火”开始燎原生肖“羊”邮票
下月羊城首发

中国邮政日前决定，2015《乙未
年》的生肖邮票将于2015年1月5日
在广州首发。届时主办方将在花城
广场举办《乙未年》生肖邮票首发仪
式。

《乙未年》“羊”邮票是曾设计北
京奥运吉祥物“福娃”、第三轮生肖

“兔”、“蛇”邮票的设计家——吴冠英
的作品。这枚生肖邮票发行最特别
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小版票边饰上有
一只嘴里含着麦穗的“回头羊”，是根
据广州这个“五羊衔谷”的传说为蓝
本而设计的！

此次羊年生肖票的发行依旧采
用预订和零售两种方式进行，零售将
采取先到先得的形式。 （南方）

在定安龙湖镇高林村，年轻学子参观海南科举时代唯一探花张岳崧故里。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唐卡创作要求创作者必须专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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