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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收藏院

不能以页数论价格
需要提醒藏家的是袁连环画价值的高低与厚薄

是毫无关系的遥 同时袁新手在选择的时候还要遵循
品相至上原则遥 噎

近年来袁被誉为大众收藏佳品的连环画升值很
快袁一些新人也纷纷加入到连藏队伍中来遥 新手在
初逛旧书市场的时候袁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薄厚
来评判连环画的性价比袁实际上袁一本薄的连环画
价值可能会比厚的高出很多倍遥

需要提醒藏家的是袁 连环画价值的高低与厚
薄是毫无关系的遥 同时袁新手在选择的时候还要
遵循品相至上原则遥 连环画的品相就是指它的外
观完整性和新旧程度遥 同一款连环画袁品相的新
旧会使价格相差很多倍袁而品相的缺陷将直接导
致其身价一落千丈遥 在连藏界袁一般把连环画品
相分为十级遥 十为全新袁九为近新袁八为有折痕和
污渍存在袁可以正常流通 ;七为有涂写痕迹袁图书
很旧但保存完整; 而六为无封面或封底袁 破损严
重遥 一般而言袁只有达到八品及八品以上的连环
画袁才具有收藏价值遥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袁连环
画收藏市场已经比较成熟袁估算这个圈子现有 60
万收藏爱好者袁未来连环画的发展趋势将是稳中
有升遥 面临被日益推高的资金门槛袁收藏爱好者
不妨 野以书养书冶袁 即通过出售现有藏书换来资
金袁再用于新的收藏遥 李金

提到雅典袁 不得不提卫城曰提
到卫城袁 不得不提卫城博物馆袁三
者相互依存袁 某种程度上来说袁共
同印证了希腊在全球文明史上的
盛名遥

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袁古
希腊在音乐尧数学尧哲学尧文学尧建
筑尧 雕塑等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袁
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遥雅典卫城是
其中主要承载者之一袁而卫城博物
馆则又承载着卫城几千年的厚重
历史遥

卫城的希腊语为野阿克罗波利
斯冶袁原意为野高处的城市冶或野高丘
上的城邦冶遥在希腊众多卫城中袁雅
典卫城最为著名遥

雅典卫城修建于公元前 5 世
纪袁 坐落在阿提卡盆地一座海拔
150 多米的石灰岩山岗上袁立足于
此袁可以遥望爱琴海遥 在卫城最高
处袁坐落着帕特农神庙袁古希腊人
将象征圣洁和智慧的雅典娜女神
像供奉于此袁并以雅典娜之名命名
了这座城遥

在希腊漫长多难的历史中袁雅
典卫城屡遭磨难遥帕特农神庙未及
完成便在波希战争中遭到破坏袁17
世纪又被土耳其人用作火药库发
生爆炸而毁遥 19 世纪初袁英国外交
官托马斯窑布鲁斯从土耳其奥斯曼
帝国统治下的希腊拿到当局 野许

可冶袁 将约一半的卫城雕塑切割下
来并运回英国遥随后英国政府将这
些石雕收购袁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馆
藏展出遥

现代希腊国家建立后袁希腊人
为保护希腊文明古迹不断努力袁并
于 2007 年开始在卫城山东南入口
不远处建造卫城博物馆袁 于 2009
年 6 月开馆遥

根据卫城博物馆最新数据袁自
2009 年开馆以来袁 博物馆已经接
待国内外参观者超过 1450 万人
次袁 其中外国参观者约占四分之
三遥

卫城博物馆还积极与包括中
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博物馆举行
互展和换展活动遥 去年 9 月起袁来
自中国故宫博物院的 野重文德之
光华院重华宫原状文物展冶在卫城
博物馆展出袁 这也是这批文物首
次出国展出遥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
洛斯在开幕式上致辞说袁 这次展
览是两大古老文明的又一次相
会袁 而每一次这样的相会都是重
大事件袁 因此他从机场直接赶来
参加开幕式袁 希望以此表达对中
华文明的尊重遥

卫城博物馆馆长季米特里奥
斯窑潘德马利斯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院野我们希望将来能
渊和中国冤 进行更多类似合作袁推

动更多双方互展袁尤其是在文物保
护方面加强经验交流遥 中国在文
物保护领域做出了很多努力袁希
腊也一样遥 冶

参与故宫文物展展品更换的
卫城博物馆工作人员迪米特里斯
告诉记者袁触摸到这些来自东方文
明的藏品是自己最激动的时刻遥他
还说袁在前来布展的故宫工作人员
中袁有一名中国女孩曾学习过古希
腊语袁中国人对希腊文化的尊重让
他感到很惊喜袁也使他对东方古老
文明的兴趣更加浓厚遥

制作家具的木材种类有很多袁
其中樱桃木属于木材中的比较高
级的木料袁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东部
地区遥 我们见到的以及听说过的樱
桃木家具袁基本都是由进口樱桃木
制作而成的遥 所以樱桃木家具价格
都是比较昂贵的袁因此日常我们要
注重保养才能延长它的使用寿命遥

一尧摆放
第一个要说的问题就是摆放

问题了袁樱桃木家具摆放的位置最
好不要受到阳光的直接照射袁如果
经常接受日照射的话袁就会使家具
的油漆膜褪色袁而且金属配件也容
易氧化变质袁 木料也容易发脆袁因
此袁 在放置时就需要选好地方袁如
果在夏日实在没有办法避免时袁就
最好用窗帘来遮住日晒了遥

二尧清洁
当我们在大扫除清洁房屋时袁

往往家具的底部因长期处于不受
清理的范围内而显得格外的脏乱袁
因此袁 在每一次大扫除的时候袁就
需要格外的注意袁这时候袁千万不要拖动家具袁
以免影响家具内部的结构袁同时袁在放置时袁一
定要把家具放平稳袁 如果地板不平的话就需要
将腿垫实袁不过这也是缓兵之计袁时间久了袁同
样会影响家具内部的结构袁 最好的方法是把地
面弄平遥

三尧室内温湿度
上面说了摆放问题袁 这里就说室内温湿度

的问题袁在摆放樱桃木家具的房间内袁一定要保
持室内湿度袁不要让家具受潮袁防止因湿度过大
而伤害家具袁比如说木质腐朽袁金属件锈蚀袁粘
结部位易开胶脱离等遥 在平时清洗家具尽量少
用水袁更不要用碱水袁除此之外袁家具上还不能
放置高浓度的酒精尧 香蕉水和刚煮沸的开水等
滚烫的东西袁以防止家具变形遥

四尧细节
当我们保养樱桃木衣柜等家具时袁 柜顶就

不要放置太多的重物袁 以免柜门被挤压的出现
凸出的形状袁造成门关不严袁同时袁衣柜内的衣
物也不宜堆放过多袁最好是不要超出柜门袁以防
止柜门变形遥除此之外袁在清除家具上的灰尘时
最好使用纯棉针织布擦拭袁 然后在用细软羊毛
刷清除尘埃袁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袁经过油漆处理
的家具袁千万不要使用汽油或者有机溶剂擦拭袁
以免损坏家具表面的油漆膜袁 当我们清洗完成
后袁 还可以为家具上光蜡袁 以增强光泽减少落
尘遥 林平

中国陈年白酒
收藏“标准”确定

日前袁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颁布了叶陈年白酒
收藏评价指标体系曳团体标准渊以下简称野标准冶冤遥据
悉袁这一填补业界空白的文件袁是由中国收藏家协会
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尧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袁并
邀约中国陈年白酒收藏界的资深藏家和相关文化学
者袁以及具有实践经验的酒类运营实体袁经过酝酿研
讨尧意见征集尧专家论证尧反复修改之后完成的遥

该野标准冶界定了指标对象的范围尧规范性引用
文件尧术语和定义尧评价体系尧评价原则尧投资价值尧
品牌形象尧评分标准尧评价实施等方面的要约遥 野标
准冶还首次以文字形式对野中国陈年白酒冶进行了定
义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酒类企业生产袁灌装出品并
经过一段时间的贮存袁未经任何人为的外观改变袁具
有较高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白酒遥

近年来袁中国陈年白酒收藏势头突飞猛进袁据有
关方面不完全统计袁 陈年名酒的年交易额已经突破
500 亿元遥 然而袁如火如荼的繁荣景象的背后袁因为
标准的缺失袁无章可循尧乱象横生的状况时有发生袁
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一新兴收藏门类健康发展遥

此次野标准冶的制定袁无疑有利于健全陈年白酒
收藏行业袁规范老酒收藏市场交易行为袁营造风清气
正的行业风气袁维护老酒收藏企业尧研究机构尧和老
酒收藏爱好者的正当权益遥 王国良

雅典卫城博物馆的“文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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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红都大桥即将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尧16 日开放通

行袁大桥通行限高 2.2 米袁允许小车通行袁大车还需绕
行袁 望广大市民朋友配合袁 大桥限高通行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5 日至 2020 年3 月 10 日遥

瑞金市红都市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