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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钱币收藏
别忽视“颜值”

□本报记者 耿晓筠

近日，央行连续发行两款
纪念币，让钱币收藏市场掀起
一浪“小高潮”。收藏迷也好，
普通市民也罢，相信每家每户
珠海人的抽屉里都会“躺”着
一款或几款纪念币。纪念币
收藏多了，许多人会发现，随
着岁月的“洗礼”，家里的个别
纪念币一不留神“脸”变花了。

据钱币收藏专家介绍，
“变暗”或出现“斑迹”，都会影
响纪念币的“身价”，因此妥善
保管很重要。据专家讲，其
实，时间的磨砺可是纪念币、
纪念钞升值的重要砝码，但一
些市民不经意的做法，很可能
会“毁”了纪念币的“颜值”。
一是许多市民在兑换纪念币
的时候直接用手拿，指纹很容
易印在纪念币上，不好擦掉。
这时候就需要把钱币先用餐
巾纸包起来，手持钱币的边齿
部分，轻轻放在保护盒或保护
套中；其次，一些市民兑换好
纪念钞直接放在钱包中，殊不
知这样即使不产生折痕，也会
因为弯曲而造成永久性的伤
害，最佳的方式就是使用专用
的钱币保护袋，小心地把纸钞
放进去以后用硬胶套夹起来，
防止弯折。

专家提醒，保证藏品的干
燥也是非常重要的。珠海潮
湿季节很长，市民在收藏纪念
钞时要注意防潮。当秋冬干
燥季节到来时，可把纸币暴露
在空气中放置一段时间，达到
干燥的目的，但要避免太阳直
射。专家支招，贵金属纪念币
时间长了，常会因暗淡而影响
欣赏，可用布加少量牙膏轻轻
擦洗；对于成色较高的金币，
收藏时间久了，易长红斑，可
用防风打火机对着金币红斑
部分烤一下，红斑会自然消
失。金银币质地比较柔软，相
互磨擦也会受损，浮雕最突出
部位最容易擦伤。因此贵金
属纪念币最好是单枚包装，可
选择的包装材料有聚乙烯、聚
丙烯、聚酯薄膜盒或袋，绝对
不能用含聚氯乙烯的材料来
包装贵金属纪念币，因材料本
身成分对贵金属有害。

“物以稀为贵”是纪念币
收藏的硬道理。专家提醒钱
币爱好者，纪念币发行量的多
少，是决定其投资价值和升值
潜力的首要因素。纪念币的
发行量与市场价格呈反比关
系，即量少价高，量多价低。
除了发行量这一可以量化的
标准外，纪念币的题材、工艺
也是判断纪念币投资价值的
重要参考标准。

都是珠串，差距
为啥那么大？

□本报记者 耿晓筠

时下戴文玩珠串的人
越来越多，无论是星月、金
刚、天珠，还是小叶紫檀、崖
柏、菩提子，一串稀有的珠
链或手串加身，潮流感十
足。但许多人却不知，有的
珠串戴在身上有“画龙点
睛”的效果，有的珠串戴着
却会起到“自贬身价”的效
果。如何挑选一串“高大
上”的珠串？据珠海泰锋文
博古玩城专家介绍，随着文
玩珠串的走热，市场也出现
了很多仿制品，如抢手的星
月菩提等热门珠串，很多是
采用树脂类塑料加入颜料
和添加剂做成的，十分逼
真。因此，消费者在购买一
些“爆款”文物珠串之前，一
定要了解、掌握一些常识性
知识，才能火眼识真珠。

专家提醒，不同材质的
珠串，挑选的要点大不相
同。

如选择一串红酸枝手
串，要看“纹理”和“黑筋”，
一般说来颜色深的红酸枝
密度大，年轮紧，纹理清晰
而顺直；而颜色浅的红酸
枝相对密度小，年轮松散，
有些发暗，表面看上去像有
一层雾气。同时，深颜色的
红酸枝黑筋多而明显，和
它的枣红底儿黑红分明；
而浅颜色的红酸枝较少有
黑筋，即使有也不如前者
明显。

购买星月菩提珠串，挑
选要点是“色差”，挑选时不
论是密度高还是密度低的珠
子，整挂珠子色差要小，颜色
基本要一致，尽量避免珠子
在盘玩过程中色差过大，影
响整体挂珠的品相。

挑选金刚菩提手串时，
则要看“瓣数”，因为瓣数
是挑选金刚菩提的一个重
点，瓣数越多也就代表肉纹
越少。而且瓣数也是决定
金刚价格的一个标准，瓣数
一 般 在 5 瓣 到 6 瓣 为 最
佳。6 瓣以上的金刚菩提
比较昂贵且难以打理，而5
瓣以下的金刚，价格虽然相
对便宜一些，但是品质也很
一般。

挑选沉香手串时则要
“闻味”，因为沉香品种繁多，
各大产区香味不一。沉香的
味道来源于油脂，而油脂是
树脂醇化而成。在漫长的醇
化过程中，沉香呼吸着水土
中的气味分子，最终结出了
具有当地特征的香韵，比如
越南沉香的甜味，高锦沉香
的凉味，达拉干沉香的乳香
味等，所以闻香识串能辨认
沉香的真假。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购
买“心意”手串时，要注意珠
型的变化。随着《延禧攻略》
等清宫剧的大火，目前珠串
已从简单的圆珠、桶珠等常
规形制，革新成“老型”。其
实对于珠串来说，一个弧度
的变化，不仅可以为佩戴者
增添美感，也体现着工艺的
精美与否。

□本报记者 耿晓筠

随着“收藏热”的高涨，许
多人的家里都收藏着一些字
画。但在珠海这样潮湿的环
境下，如果缺乏保存藏品的常
识，很容易让自己“重金”投资
的字画发霉“受伤”，最终影响
藏品质量，损失惨重。其实，
承载着中国书画的载体是易
损的缣帛、纸张，要让一件精
美的传世之作流传下去，保存
方法必须得当。与其等到书
画破损、霉变了，再请修复专
家“妙手回春”，不如在书画受
损之前，对其进行完善地保
护。

如何收藏保存字画？据
珠海泰锋文博古玩城负责人
介绍，在书画收藏过程中，完
善的保护措施是非常必要，
这里面有一定的学问。专家

指出，在日常生活中，许多普
通家庭藏画会陷入一些误
区，如经常会用报纸或塑料
袋包卷名贵字画，或用透明
胶带随意粘贴书画背面，将
金属类收藏品与木质、纸质
的藏品混放在一起保存。其
实这些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非常不利于藏品的长久保
护，应尽量避免。

怎样才能延长家中收藏
字画的“寿命”？日常养护又
该如何避免书画“受伤”？珠
海泰锋文博古玩城专家支招，
收藏者要在“防”字上下足功
夫。首先要“防霉”，潮湿、闷
热是霉菌“温床”，这就需要经
常给书画“凉快凉快”，古人就
有风凉曝画的传统。不少珠
海的收藏者错误地将书画用
塑料布封存来防潮，并将书画
锁在保险柜里防盗，殊不知，

这样的结果必定会导致书画
受潮、霉变。藏家可以选择天
气晴朗干燥时，将字画一件件
挂起，吹去潮气后再收起；册
页也需一页页地翻一翻，使潮
气散失。需要提醒的是，风凉
曝画不是晒画，切忌将字画放
在阳光下曝晒，否则会使纸张
翘起，画面颜色变淡失神。其
次要“防虫”，因为中国书画通
常以宣纸、绢、绫等有机纤维
材料为载体，时间长了很容易
被虫蛀蚀或脆化。对此，普通
藏家可以用棉布制成的画套
或棉纸包裹书画，包裹好后
可将书画置于木匣或木盒
里，再将其存放在樟木柜或
樟木盒里，用一般的木材也
可以，但木材必须做过防虫
处理，在木匣、木盒里应放一
些樟脑等天然植物制成的防
虫、驱虫药。值得一提的是，

樟脑球等驱虫药不能直接接
触书画，以防药丸挥发后留
下痕迹，污染藏品。

一幅好的字画不仅具有
很高的收藏价值，将其挂在
家中又可以“蓬荜生辉”，可
谓一举两得。不过，专家提
醒藏家，许多家庭的“一幅书
画一挂就是几年”的做法非
常伤画，因为书画在悬挂的
过程中，常年受到紫外线、阳
光、灰尘等因素的侵害，时间
长了就会慢慢老化褪色。因
此，一般不要将珍贵的书画
长期挂在厅房里，更不要挂
在太阳能直射到的墙壁上；
同时，书画应挂一段时间就
收藏起来，若家里收藏的字
画比较多，则可以采取轮流
悬挂的办法，既起到了美化
家居的作用，又能将书画的

“伤害”降低到最小。

书画的“寿命”长短大有讲究

□本报记者 耿晓筠

上月底，一则重磅消息
传来，又一件顶级国宝文物

“回家”了。一石激起千层
浪。

在11月26日举办的佳
士得香港秋拍“不凡——宋
代美学一千年”专场中，流
落海外80余年的苏东坡亲
笔画《枯木怪石图》手卷以
4.636亿港币成交。拍卖方
透露，买家来自中国。据报
道，这也是近40年来，继宋
米芾《研山铭》手卷，圆明园
牛首、虎首和猴首三件铜
像，唐韩滉《五牛图》，战国
虎形佩之后，又一件“国宝
级”文物回流中国。

《枯木怪石图》又名《木
石图》，是苏东坡的传世之
作。据悉，此纸本水墨画可
分为三段来看，首先是画心
部分为26.5×50.5cm，绘制
有枯木、石头、草木等；第二
段先后是刘良佐与米芾的
跋文；第三段为元代愈希鲁
和郭淐跋文。印章部分可
见有40余枚，涵盖南宋、元
代、明代等人鉴藏印。其
中，画心部分的画面内容很
简单，是一株枯木状如鹿
角，一具怪石形如蜗牛，怪
石后伸出星点矮竹。全画
大都用淡墨干笔画出，用笔
看似疏野草草，不求形似，
其实行笔的轻重缓急，盘根
错节，都流露出作者很深的
毛笔功底。流传有序的可
考证据，脉络清晰的收藏轨
迹，亦可见此画的历史价
值。

苏轼传世至今的画作
可谓凤毛麟角。苏轼号东
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是宋
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
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
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
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
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
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
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
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
石、枯木等。自宋以来，苏
轼作为尚意精神的文人领
袖，他的画论影响了千年，
成为中国“文人画”的奠基
人。他是“以书作画”的实
践者，强调绘画抒写主观情
感的功能，主张诗画相融相
通，要求作品有诗的境界，
物象有活的精神，作品透出
的他对萧散简远、古雅淡泊

之气韵和孤傲险怪之笔墨
性格的表达技艺，有力地推
动了中国“文人画”潮流的
发展。

隐秘流转为名画增添
了一抹“神秘”气息。根据
史料记载，《枯木怪石图》
自北宋画后，直至清代及之
前从未公开现身。其间，画
作一直以隐秘流转于各大
名家私藏，画中米芾、刘良
佐、元代杨遵、明初沐璘等
诸多题跋、钤印，见证了名
画的漂泊。北洋统治时期，
曾做过吴佩孚秘书长的白
坚夫从北京风雨楼古玩店
中买走了《枯木怪石图》和
《潇湘竹石图》这两件苏东
坡的稀世珍品。后来他把
《枯木怪石图》卖给了日本
人，此后下落不明。此次，
名作是从日本藏家后代手
里流出。千年古画经过时
间、战火、浴血的洗礼，如
今终于重回祖国，让更多人
有机会目睹其“真容”，可
谓是世人之幸。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
的逐步强大和民间收藏力
量的蓬勃，越来越多曾经流
失海外的文物回流。据专
家介绍，目前中国国宝文物
回流有三种方式：捐赠保
护、主动归还和回购。其
中，随着国际关系交往密
切，瑞典、法国、日本曾通过
外交渠道归还部分文物，但
民间力量回购方式已成为
让国宝“回家”的主力。这
些民间买家往往选择低调、
不显山露水，他们从国外购
买文物大多是出于一种爱
国情怀和对文物的一种热
爱。爱国民间力量与国家
齐心，不断从全球各地寻觅
国宝，对文物保护发挥着不
可估量的作用。

苏轼《枯木怪石图》纸本水墨 26.5×50.5cm

苏轼画像

苏轼《潇湘竹石图》绢本墨笔 28×105.6cm 中国美术馆藏

《枯木怪石图》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