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 6 月国内几大拍卖巨头
春拍落下帷幕袁2019年国内第一轮
春拍暂告一段落遥 从成交数据来
看袁 嘉德 2019春拍总成交 18.3亿
元 渊其中书画板块总成交 10.7 亿
元冤袁 相比于 2018年春拍 20.36亿
元袁成交减少 11%曰相比 2018秋拍
24.75亿元袁成交减少 26%遥 而保利
2019春拍总成交 28.35亿元渊书画
板块成交 10.5亿元冤袁相比于 2018
年春拍的 28.06亿元袁 成交基本持
平曰相比于 2018秋拍的 25.5亿元袁
则成交增幅 11%遥 北京荣宝 2019
年春拍总成交 5.31亿元袁 与 2018
年春拍的 6.4亿元袁减少 17%遥北京
瀚海 2019 年春拍总成交 2.26 亿
元袁比 2018年春拍的 2.4亿元也略
有减少遥
就数据来看袁 四家公司一平三

减袁中国嘉德成交缩水不小袁北京保
利基本持平袁 北京荣宝和瀚海均小
幅下降遥此番保利宣传说的野逆市上
行冶袁 实际上是相对于 2018年秋拍

而言的遥但从总量上袁几家拍卖公司
成交额还是缩量的遥不难看出袁2019
年国内春拍总体成交不旺袁 精品征
集困难袁买家出手谨慎遥但在资金面
趋紧尧顶级拍品缺少的形势下袁能取
得这样的成绩袁也已经实属不易了遥
整个书画板块袁 只诞生了 1件亿元
拍品袁显示出市场的严峻遥

相较于 2018年春拍的古书画
行情袁2019年春拍的古书画成交稍
显清淡遥 去年北京保利春拍中袁古
书画曾有一件超亿元拍品叶汉宫秋
图曳1.24亿元袁而 2019年春拍古书
画中最高价是北京保利的恽寿平
叶花卉册曳7475 万元袁 价格有所滑
坡遥2018年中国嘉德春拍中的古书
画最高价是钱维城的 叶花卉册曳
6670万元袁 而 2019年中国嘉德春
拍中古代书画的最高价石涛叶浅绛
山水花卉册曳 只有 4542.5万元袁价
格也下降了遥

从有限的几件千万元级别拍
品看袁2019嘉德春拍中袁石涛叶浅绛

山水花卉册页曳4542.5万元袁 沈周
叶湾东草堂图曳1610 万元袁 康熙帝
叶临赵孟頫长春道院记曳1380万元袁
王原祁叶晴峰叠翠曳1012万元袁1000
万元以上的拍品有 4 件袁 成交一
般遥2019北京保利春拍古代书画夜
场中袁恽寿平叶花卉册曳7475 万元袁
董其昌叶松杉茆堂图曳6785万元袁倪
瓒 叶墨竹图曳6325万元袁叶清宫廷画
家合绘寿意图册曳5750万元成交袁
成交相对稍好一些遥

2019春拍古书画的特点有三遥
首先袁拍品质量与去年春拍比逊色
不少袁缺乏重器袁今年春拍中顶级
的古书画相对较少遥 其二袁古书画
总体上还属于小众市场袁虽然近两
年看似较热袁但参与买家人数并不
多袁市场基础仍有待培养遥 其三袁赝
品依然不少袁野以真带假冶的现象仍
然存在遥 这几年国内古书画行情总
是不稳定袁行情起伏较大袁忽高忽
低袁今年春拍表现一般袁未来能否
走强还待观察遥 牟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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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
第 36078119950901101X 号
渊钟雨牧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
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杨家大院土菜
馆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发票代
码 :36001900104袁 发 票 号 码 :
07045060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黄柏乡鲍坊村卫生所
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袁登记
号院PDY00109836078112D6001, 特此
声明遥

遗失
声明

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 定于 2019年 8月 27日至

2019年 9月 6日在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
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瑞金红色教育培训基地项目
一号地尧瑞金红色教育培训基地项目二号地等五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袁详情查阅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
业权网上交易系统袁 网址院http://www.jxgtzyjy.gov.cn
电话院0797-2557967

瑞金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 8月 7日

公 告
根据瑞金市人民法院渊2019冤赣 0781执 122号之六执行裁定书及

渊2019冤赣 0781执 122号之六协助执行通知书袁被执行人瑞金市红火果
业有限公司名下土地坐落于江西省瑞金市武阳镇龙江村袁 不动产权证
号为院赣渊2016冤瑞金市不动产权第 0002502号袁上述土地使用权归申请
执行人谢保林所有袁因该不动产权证未收回到我处袁现对赣渊2016冤瑞
金市不动产权第 0002502号不动产权证予以公告作废遥公告期满后袁
申请人谢保林可依法到相关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手续遥

瑞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 08月 05日

我喜欢收藏袁而又特别偏好于
收藏古钱币遥 别人说袁收藏是有钱
人的雅好袁 而对于我一个下岗工
人袁时常囊中羞涩袁玩收藏袁简直是
天方夜谈袁岂不笑话遥 自古以来民
间流传一句俗话院野乱世饥民袁盛世
收藏遥 冶不怕你见笑袁搞收藏二十余
年来袁个中的酸甜苦辣可谓是钢丝
穿豆腐一一别提了遥 我老婆也时常
饥笑我说院野啥子事哟袁一年到头吃
没吃过袁穿没穿过袁手机频烂成那
样也舍不得换一个袁何苦哟浴 冶我只
好淡淡的一笑袁犹如叫花子唱歌一
一假快活浴

说来也是缘分遥 去年夏天袁我
去甘肃旅游遥 在一古玩地摊上一堆
钱币中无意间发现了一枚异形小
钱币袁我用放大镜一看文字袁嗬浴 竞
然是野半两冶二字遥 见有此形野半两

野钱顿时感到一惊遥 过
去我们见过的半两钱
形制都是圆形方孔袁历
代泉谱和史料典籍记
载也是如此袁并且有钱
文曰院野半两冶二字分列
方好渊即方孔冤左右袁通
常是右野半冶左野两冶遥
此枚钱币钱文也正
好是右野半野左野两冶曰型
制院小平曰币型院分上下
左右袁上有蒂渊币首非
流铜冤袁底部断开袁形状
像野瓜冶袁故袁笔者在此
暂取名野瓜半两冶钱曰由
于岁月苍桑袁 绿锈叠

裹袁钱币上二个文字虽己不够清晰
了袁但不失为古钱币一重大考古发
现遥

我在地摊上佯装不经意的挑
选着袁最后挑出了三枚钱袁我先把
一枚康熙通宝背满文汉字台钱币
量出袁 问摊主要多少钱钥 摊主出
价院冶200元遥 冶我说高了袁并借故说
道院清钱遗留量大不值钱袁卖主可
能见我说得在理袁 就说院野你就给
100元吧野袁这样袁第一枚我喜欢的
清钱算是谈成了遥 紧接着我又量出
二枚半两钱币问多少钱钥 摊主见半
两钱袁随口而出 50元一枚遥 虽然半
两钱币多袁不值钱袁但其中一枚可
以说是泉界首次见到的象形钱币袁
其历史价值尧考古价值尧收藏价值
及经济价值无法估量遥 见此袁我也

不便与摊主讨价还价袁 慷慨说道院
野好袁成交袁交个朋友浴 冶三枚古钱币
200元钱就这样轻松到我手中了袁
摊主高兴地做了我一笔小单生意袁
我也庆幸觉得捡了一个大漏而乐
不思蜀浴

这枚在黄土地沉睡了二千三
百多年历史的异形钱币袁让我偶然
获得更显如获至宝遥 一路上袁我小
心翼翼怀揣着这枚小小的半两钱
币生怕有个闪失遥 第二天袁就坐火
车高高兴兴地往回赶遥 回到家中袁
已是深夜二点多钟了袁而我却早己
忘记坐十几个小时火车的旅行疲
劳袁 兴奋地查阅起历代泉谱和书
籍袁可均无记载曰又从现代网络上
收索也均无显示曰 便与卖主联系袁
却他也是从别人手中购得不知其
祥遥 因缺少资料说明和与此钱同时
出土物佐证便放于家中袁这一放就
一年有余遥

这枚钱币明显异于战国半两尧
秦半两尧更不用谈汉半两遥 这一年
来反复思考袁 此钱为何呈这个形
状钥 并观此钱发现院此钱与农作物
一一 野瓜冶 类和水果 野西瓜冶尧野苹
果冶尧野田瓜冶相似遥 就大胆产生了一
个设想一一半两钱币的由来是否
是根据农作物野瓜野设想而铸造出
呢钥 而此钱难道就是早期雏形渊没
定格冤的货币或试铸币吗钥 带作这
个设想尧推论袁我觉得行得通袁这枚
象形钱有可能就是野半两冶钱币真
正的一一野鼻祖冶遥

提起我国的魏晋南北朝袁你会
想到什么钥或许是此起彼伏的政权
更迭袁 或许是连绵不断的残酷战
争袁 或许是逐渐勃兴的释道文化
噎噎

不可否认的是袁那是一个在文
艺领域闪耀着光芒的时代袁而正是
通过穿越时间长河流传至今的书
画作品袁我们得以真实地感受到魏
晋风骨之美遥 如今袁不少来自魏晋
南北朝时期的艺术作品正静悄悄
地尘封于故宫博物院中袁它们因跨
越了千年而变得脆弱又宝贵袁不能
时常与观众见面遥但当这些文物被
搬上了小小的邮票袁它们重新在方
寸间绽放出生命袁继续讲述着属于
魏晋的故事遥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因大的社
会变革而充满了纷争袁但它的底色
是浪漫的遥这种浪漫流淌在嵇康奏
出的叶广陵散曳中袁存在于刘勰叶文
心雕龙曳的字里行间袁隐藏在王羲
之叶兰亭集序曳的笔墨之下遥而能将
文学与绘画之中的浪漫融合在一
起的袁当属一件传说中的作品要要要
叶洛神赋图曳遥 说它是野传说中冶袁因
为我们早已无法看到 叶洛神赋图曳
的真迹袁原画已经散失在时间洪流
之中袁 现存宋代摹本共有 4种袁分
别被故宫博物院尧辽宁省博物馆和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遥它是东晋
画家顾恺之根据三国诗人曹植的
名篇叶洛神赋曳所绘制的一卷故事
画袁描写曹植与洛神之间的爱情故
事袁画面还绘有车船尧山水等景物
及女娲尧雷神等仙人遥 2005年 9月
28日袁这卷充满传奇故事的画卷被
国家邮政局搬上了 2005-25叶洛神
赋曳渊T冤邮票遥 此套邮票是依据收藏在北京故宫
博物院的叶洛神赋图曳摹本进行设计的袁采用全
套连印的形式袁将全画分成 10部分袁完整地再现
了叶洛神赋图曳的主要情节遥 巧妙的是袁这套邮票
同时把叶洛神赋曳全篇用楷书置于 10枚邮票画面
中袁又在全套邮票上方添加了介绍画作的题跋袁
使邮票图文并茂袁也更加具有收藏价值遥 由曹植
的叶洛神赋曳到顾恺之的叶洛神赋图曳袁是文学与绘
画的结合袁由叶洛神赋图曳到叶洛神赋图曳邮票袁则
将这段千年前的浪漫故事与书信遥寄相思的作
用融合在了一起袁别有一番滋味遥

魏晋的浪漫是大气的遥 它不仅是你侬我侬
的儿女情长袁还饱含着陶渊明野不戚戚于贫贱袁
不汲汲于富贵冶以及嵇康野淡淡流水袁沦胥而逝遥
泛泛柏舟袁载浮载滞冶的疏朗清远遥 而这样的魏
晋风骨袁 也被一幅幅珍贵的书法作品以文字的
形式记录了下来遥 作为与图像最为贴近的文字袁
汉字除了文本本身的意义之外袁 还被书写者赋
予了饱满的情绪和流动的美感袁 这便是书法的
魅力遥 自汉代出现尧 至魏晋时期逐渐成熟的行
书袁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袁它弥补
了楷书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难于辨认的缺点袁
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艺术性遥 2010 年 5 月 15
日袁2010-11叶中国古代书法要要要行书曳渊T冤邮票
发行袁全套 6枚遥邮票包括王羲之的叶兰亭集序曳尧
苏轼的叶黄州寒食帖曳尧颜真卿的叶祭侄文稿曳袁每
幅作品各包含两枚连体邮票遥 其中袁东晋书法家
王羲之的名作叶兰亭集序曳是最广为人知的遥 我
们虽然无缘再见野中华第一书冶的原本袁但此套
邮票选择了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最受推崇的冯
承素摹本袁 从中可以一窥晋代文人雅士的风流
蕴藉遥 李飞

一枚小小的半两钱的故事
阴刘学华

2019年书画还值得投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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