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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进阳

市民马先生是个古玩行家，
在我市古玩界小有名气。他家里
收藏了大量古玩，并分门别类摆
放。4月 18 日下午，记者在建设
路和公园北街交叉口附近马先生
的家中见到了他的藏品，仿佛走
进了古玩店。

马先生玩古玩收藏已经 20
多年，有一肚子的古玩收藏知
识。他说，古玩被视为人类文明
和历史的缩影，融合了历史学、鉴
定学及科技史学等知识内涵。经
历无数朝代起伏变迁，藏玩之风
依然不衰，甚而更热，其中自有无
穷魅力与独到乐趣。

马先生说，他在多年的古玩

收藏中总结了以下四大定律。

必须要真

古玩收藏首先必须收藏老
的，而不能收藏新的。如果对于
某一件古玩，藏友连新老都搞不
清楚的话，那么就不能买这件东
西。辨别一件东西的新老需要
藏友掌握古玩鉴别方面的知识，
以保证所买到的东西是真的、老
的。

比如，瓷器包括看器型、胎、
釉、纹饰、老化等方面的基础知
识。

必须要有好的品相

必须要有好的品相。例如瓷
器，俗话说：瓷器一破，不值半个；

瓷口起毛，不值分毫。意思是说
瓷器没有好的品相，就不值钱了，
因此，瓷器收藏除瓷片外。所收
藏的东西应该基本完整，不能有
冲、炸、磕、崩、掉彩等明显的毛
病，否则收藏的东西就不是藏品，
而是破烂儿。

必须要精

艺术品投资，必须讲求艺术
性。东西看上去要有美感，而不
能是丑陋的、粗糙的和低档的。
这就要求藏友所买进的瓷器在制
作工艺上要精，在彩绘纹饰上要
美，在色彩搭配上要妥，在审美情
趣上要高雅。总之，看起来要舒
服。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艺
术品收藏。

不要听故事

大家经常会在路边看到有农
妇或者老大爷在兜售古玩，他们
大都会讲故事，什么祖上在某王
府当差，王爷一高兴赐了一对花
瓶；或者家中有人身患绝症等。
总之，故事千奇百怪，让人听得怦
然心动。可是应该明白，再动听
的故事也掩饰不了古玩的假。

古玩收藏四大定律

本栏目旨在为收藏爱好者提
供收藏方面的知识经验，通过采
访各收藏行当的专家，为你的收
藏之路指点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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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绿化景观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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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源聘学前教育老师
小学教师若干

常年招0-8岁学员18537532096王

●公司注册、代账18737535133

律师服务律师服务
樊 律 师 18737553763●

亲子鉴定13137525230
收售维修空调13721889683●

婚姻家庭调解13937507536● 鹰城广场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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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招 聘

转 让转 让

旺铺招租
（一）优越路二楼底商招租，
面积500m2；

租金面议。15103752588

（二）新华国际三层底商整
体招租，面积6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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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开岗培训学校350m213592168802

房产抵押贷款
15837500217

宾馆转让 13837544496●

转让转新新街营业中宾馆，黄金地
段，客源稳定。15093795946

平顶山银行贷款13683757288●

聘数控车工2人15837529996●

颐寿园蜂蜜
买一送一、全市国大药房有售

蜂蜜专卖蜂蜜专卖

电 工 焊 工培 训
考 证

市电讯职业学校。电话：2963913

转让授权贷款公司1880375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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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路附近旺铺出售17737088579●

旺铺转让 13783208077●

聘工商银行、工银安盛聘理财经理，月
薪4000-15000元以上，晋升空间大

员工制签订劳务合同18837519615

急购二手车能过户15638688977●
急 购 车急 购 车

新城区三层商务楼，
有电梯、有车位，
可用于办公、开设旅
馆等。层高 3.6米，
框架结构，面积2000
平方米。有意面议。

租售

联系电话：2667000
张先生1370375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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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幼 师 15037553289●

众多沉香制品中，沉香雕件可
谓特殊的存在，因为它的价值不止
取决于沉香原材料本身的价值大
小，还取决于雕工品质的好坏，这
是其他沉香制品都不具有的。另
外，沉香雕件的精神文化价值相比
于其他沉香制品，更是胜出一筹。

那么，作为沉香收藏者，又该
如何通过评判沉香雕件价值的大
小来选购呢？对此，香至尊沉香
创始人孙玉辉近日表示，沉香雕
件除了有直观的价值外，还存在更
多需要我们深挖的潜在价值，沉香
藏家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评价其价
值大小。

瑕疵越少价值越高

天然沉香雕件都是利用车不
了珠子的边角料制作的，因此存在
瑕疵是难免的事情，但是瑕疵越少
的自然就越珍贵。

依据“肉”的厚度来判断

越厚油脂越均匀饱满的沉香
雕件品质最高，肉厚油脂分布次均
匀的沉香雕件品质其次，薄而整齐
的沉香雕件再次，微微有空漏外形
整齐的雕件再次之，中部很空、结
构很薄的雕件最差。

根据雕工判断价值

从雕工上来评判价值，立体雕
必然要比平面雕费料，人物必然要
比花鸟费工，尤其是佛像、观音等
雕件，开脸非常重要。选择人物雕
件的时候要注重神态。面部要饱
满、丰润，线条柔和，眼部神韵到
位，整体让人感觉舒适、愉悦。

颜色均匀者为上

花哨的油脂纹路会扰乱人们
的视觉，无法体现雕件的自然美
意。当然，有的奇楠是例外，比如
越南芽庄白奇楠，木质部分则颜色
发白，但是相比之下，很少有颜色
太过均匀的，只能对比选择。

花件雕刻要注重形态

非人物题材业内也叫花件，这
类雕件最看重随形取意，而取材的
巧妙程度，就看雕刻艺术家的个人
修为了，若是看似大料裁制，价值
也会大打折扣。

当然，无论是沉香雕件，还是
其他的沉香制品，收藏时应该把握
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
在掌握技巧的同时，保持理性的收
藏心态，并且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
道，挑选诚信的品牌沉香商家。

（小新）

□记者 丁进阳 文/图

本报讯 没有基础也能绘油
画，轻松让你成为油画“大师”。

“零基础油画”近日悄然来到了鹰
城。真是这样吗？4 月 19 日，记
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记者带着好奇心来到了位于
中兴路北段一家零基础油画体验
馆。馆内各种大小画架整齐摆
放，各种颜色的颜料、画笔放满了
桌子。三四个小姑娘正仔细地临
摹着眼前的世界名画，每人面前
都摆放着四五支画笔和不同颜料
的调色盘。

选图、铅笔起形、上色……这
些步骤学员在老师的指导下可以
亲手完成，但到了技术性比较强
的关键点，老师一般会帮忙调整
及修改，整个过程非常愉快和放
松。

“想不到这个竟然可以激发
我的绘画潜力。”正在画画的 90
后大学生小李刚完成一幅自己的
油画作品。她说：“第一次画油
画，没有绘画功底，在老师的指导
下完成了这幅凡高的星空，自我
感觉很满意，回家可以挂墙上
啦。”

和闺蜜一起来体验的肖女士
对自己的作品颇为满意，“最近正
好想买一幅装饰画挂在家里，这
下可以用上自己的画了，好看又
有意义。”她说，闲暇时候花两三
个小时就能画出一幅作品，让自
己看起来像位十足的“绘画大
师”，晒到朋友圈里可比购物什么

的显得有格调得多。
画馆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

的休闲娱乐方式在大城市很盛
行，在我市也算是新鲜事物，不过
很受人们欢迎。适合闲暇时消磨
时光，作画不限主题、内容和技

法，可以临摹，可以自由创作，从
起稿至上色都能独立完成。来体
验的顾客几乎都是没有绘画功
底，以年轻人居多，他们很喜欢尝
试新鲜事物，也比较喜欢这种有
艺术感的手作。

正在体验油画的市民张女士
说，如今工作、学习压力大，有这
样一个好地方真是不错。闲的时
候可以约上三两好友，一边喝着
咖啡聊天，一边画画，在轻松的谈
笑间描绘心中最美的色彩。

零基础油画成市民休闲新宠

沉香雕件价值
该如何评判

零基础油画体验馆内的一幅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