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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着花花绿绿的封面袁触
摸早已泛黄的扉页噎噎在近日于
浙江镇海招宝山街道举行的第三
届野连艺之乡窑招宝山冶全国连环
画交流会上袁野80后冶 收藏爱好者
赵立最终花 8 万元买下了一套
叶三国演义曳连环画袁这套原价仅
为十几元的连环画历经岁月荡
涤袁 又再次成为主人手上的 野珍
宝冶遥

连环画又称小人书袁 曾经风
靡一时遥 然而袁随着时代变化袁连
环画逐渐被漫画尧影视尧卡通等替
代袁曾经活跃于街头巷尾尧大小书
摊上的连环画渐渐淡出视线遥

虽然连环画的鼎盛时代已经
结束袁但薄薄的小人书袁却用简单
的黑白线条袁 勾勒出几代中国人
的童年记忆遥

今年 65 岁的老人朱坚回忆
说院野小时候物质匮乏袁 父母给的
钱都攒着买连环画袁 那时候一分
钱一本袁在小人摊可以看一天遥 冶
但朱坚也叹息道袁如今袁传统连环
画在市面上已经难再看到了遥

虽然在销售市场受到冷落袁
但近年来袁 连环画在收藏市场上

却愈发火热起来遥
曾创作出叶小城春秋曳尧叶野火

春风斗古城曳等作品的著名连环画
家陈云华表示袁现在精品连环画的
市场存量很少袁很多连环画大家也
不再投身此类创作袁因此价格每年
都在涨遥

野连环画耶发烧友爷遍及耶50爷后
至耶80爷后袁他们对连环画有着特殊
的情结袁购买力也很强袁在他们手
中袁几毛钱的小人书常常一跃至上
万元耶身价爷遥 冶陈云华说遥

面对连环画一路看涨的收藏
势头袁赵立坦言袁目前他已投入了
三百多万元用于购买连环画遥 野每
年我都会跑数十场连环画拍卖会尧
交流会袁看到品相上乘尧年代早尧出
自大家之手的连环画就会买下
来遥 冶

野连环画热潮冶不止席卷中国
收藏市场袁野海外买家冶也纷纷闻风
出动遥

赵立表示袁他在美国尧加拿大
等国均有野客源冶遥野早在七八年前袁
就有一名法国人从我手中购买了
一本叶丁丁历险记曳的中文版连环
画袁原价只有几毛钱的绘本袁最终

以 2000元成交遥 冶
同样袁海外华侨华人圈子中也

不乏野连环画粉丝冶遥 有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美籍华人曾为一本原价
2毛的连环画野一掷千金冶袁前后已
投入 30多万元用于收藏连环画遥

面对连环画的收藏热潮袁不少
专家认为袁 不论市场是否 野虚火
旺冶袁但连环画确有其独特价值遥

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术
委员会委员桑麟康表示袁 漫画大
多是野快餐式冶的袁但中国连环画
则可以反复推敲尧 品味袁 且有白
描尧剪纸尧木刻版画等多样形式遥
野现在图书市场上的连环画袁大多
是耶引进版爷绘本袁其实我们中国
耶小人书 爷 的艺术水平真的很
高遥 冶

此外袁桑麟康还为连环画野接
力冷冶深感遗憾袁已经退休的他袁自
称是连环画创作最后的 野黄金一
代冶遥 野如今袁 连环画人才匮乏袁断
档尧断代现象严重袁希望振兴连环
画的接力棒能交到年轻人手上袁
为连环画带来不一样的发展思路袁
使其能以新的形式回归大众视
野遥 冶

有人说袁 我对理财都不是太
懂袁不会理财袁谈何执行力遥 这话
就说错了袁 理财近些年才备受关
注袁真正懂的人袁绝大部分都在表
面袁 但有些人却能靠理财让财富
稳定增值曰 而有些人却因一直犹
豫袁低下的执行力袁不会使用野理
财冶这一工具袁财富仍远落后于他
人遥

执行力袁 创富成功的人往往
都有着比普通投资者很强的执行
力和毅力遥 因为执行力的强弱袁将
决定了你投资的激进与稳健袁同
时也决定了你是盈利还是亏损遥
所以要想做好理财袁 必须也要很
强的执行力袁 我们该如何提高个
人理财的野执行力冶呢钥 小编今年
与你分享知名财富管理机构嘉丰
瑞德高级理财师讲到的三种有效
方法院

第一袁 明确个人理财计划和
目标

明确个人理财计划和目标袁
这是第一步遥 有了计划和目标袁也
才会有奋斗执行的方向遥

明确袁 并不是要将理财做到
很细致袁 而是要明确要怎样理财
才能完成计划和目标袁 比如 1个
月存多少钱曰5年买房等等袁 循序
渐进的执行理财计划袁 慢慢地执
行力也会提高遥 另外袁在制定个人
理财计划和目标时袁 不可仿照别
人的思路来制定计划袁 一定要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遥

第二袁掌握一些个人理财技巧

在执行个人理财计划的过程
中袁自己还需要掌握一些个人理财
技巧袁 并改进计划提高理财技巧袁
之后执行起来就会更加快速袁能帮
助自己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执行力遥

那么如何提高自己的理财技
巧呢钥 嘉丰瑞德高级理财师建议袁
多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理财的袁或者
多看理财类创富成功人士写的书
籍等等袁都转为自己的执行力遥

另外袁还要学会使用一些能提
高个人理财执行力的野道具冶袁比如
记账袁 以及钱生钱的投资方式袁购
买理财产品袁先从银行理财袁货币
基金袁再到稳利精选投资计划等稳
健收益型产品开始袁股票等投资在
后遥

第三袁实时调整个人理财计划
及投资策略

俗话说袁计划赶不上变化遥 在
执行个人理财计划的过程中袁你
还需要与时俱进袁 根据自己不同
时期的需求袁 适当调整理财计划
和投资策略袁 也能更好地提高执
行力遥

比如本想先买车袁但考虑到当
前买房是主要的理财目标袁所以可
以考虑买车计划将延续遥 另外袁有
压力才有动力袁 有时候多看看新

闻袁多看看周围的亲戚朋友富裕的
生活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袁有压
力才会更有动力去执行遥

努力提高个人的理财 野执行
力冶袁顺利实现理财目标袁个人财
富也能稳定增值袁 那就赶快行动
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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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 一家知名钱币网
站进行了一批流通纪念币的
网络拍卖袁1枚 1元面值的纪
念币袁 最终以 21万元成交遥
这枚钱币系 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40周年精制纪念币冶袁
目前仅发行 20余枚遥 该枚钱
币三年前仅在 15 万元不到袁
三年间已涨了 6万元遥 钱币
专家孙克勤先生说袁 中高端
的纪念币正受高净值人群的
追捧袁 部分品种走出 野慢牛
市冶遥

业内人士表示袁 与普通
版的野建国 40周年冶纪念币不
同的是袁这枚钱币属于野精制
币冶袁 被国际钱币评级机构
PCGS评定为 68分遥 孙克勤
告诉记者袁 这枚钱币被业内
称为野大 40精制币冶袁近三年
里是第二次在公开拍卖中出现遥已知的存世量在
20多枚袁属于纪念币中的野大珍冶遥 经过几十轮的
激烈竞价袁钱币最终从 1000元价格起步袁最终以
21万元价格成交遥 业内人士表示袁在三年前袁这
枚钱币的成交价在 15万元袁 三年时间涨了 6万
元袁涨幅达到了 40%的遥
南京晨报易理财袁爱南京汇收藏钱币顾问表

示袁 很多市民已习惯于从银行兑换普通纪念币遥
而真正投资级的钱币只在一些钱币拍卖会或高
端钱币投资者之间出现遥 业内专家表示袁人们可
以从野入门级冶的普通纪念币入手袁但要想保值增
值还是得靠收藏中高端钱币遥

孙克勤指出袁精制币尧样币均属于纪念币中
的龙头品种袁除了大 40精制币外袁中国共产党成
立袁 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精制样币袁1986
年精制币长城币袁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精
制普通币是最难寻觅的钱币品种袁属于野五大珍
品冶遥
孙克勤先生介绍袁中高端钱币在过去两年走

出了明显的野慢牛市冶袁主要是精制币和后期样币
板块涨幅特别大遥人们正从钱币收藏转入钱币投
资袁因此袁钱币作为艺术品更容易被人理解遥随着
庞大收藏人群的认知提升袁价格会不断凸显遥 作
为有能力的钱币爱好者袁可以一段时间花一定资
金买入市场稀缺的品种遥 谢斌

阴刘霖

野连环画热潮冶再席卷

几毛钱“小人书”涨至万元
阴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