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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提醒】

警惕人民币收藏市场中的
“陷阱”

近年来，以推销人民币产品为主要手段
的所谓的“收藏公司”层出不穷。此类“收藏
公司”虽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属于合法经营
者，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往往组织经过训练
的推销人员主要针对老年人，以承诺日后高
价回购、组织拍卖等为诱饵，高价推销人民币
产品，社会危害较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一是“收藏公司”发布人民币相关广告
进行虚假宣传。
“ 收藏公司”利用广播、电视、
报刊、短信、微信等多种方式，夸大人民币产
品升值前景，误导消费者大量购买。某文化
艺术品有限公司利用非法购买的手机号码发
送短信，宣称可免费领取国外货币，将客户诱
导至销售场所后，向其大量推销人民币产品，
并作出升值承诺或夸大产品升值前景。二是
“收藏公司”以老年人为主要对象，欺骗消费

者。通过以较低价格先出售、短期内再抬高
价格回收的手段，使消费者相信人民币产品
的“升值空间”，从而大量高价购买，致使购买
者损失惨重。如去年 11 月中旬，公安部门针
对涉案金额近 2000 万元的“08·18 华夏经典
诈骗案”，其涉案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装帧
册中人民币的销售价格，一般达实际价值的
10 倍左右。三是炒作冠字号码，损害人民币
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一些商家炒作
冠字号码，后三位或四位重复的人民币，在广
告宣传中宣称冠字号码后三位或四位重复的
人民币“这样的 100 元顶 1000 多元花”
“100
元=6 瓶酒×298 元=1788 元”，以此吸引消费
者。
究其原因，主要是监督检查力量薄弱、手
段不足，监管合力发挥不充分，宣传针对性不

强。工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涉及人民币
非法广告的治理优先级较低，震慑力有限。
相对于非法广告带给群众利益和人民银行公
信力的损害，没有起到足够的惩戒作用。此
外，这些“收藏公司”主要以老年人为欺骗对
象，而现有的宣传方式和内容，缺乏针对老年
人的精准宣传。没有建立起社会公众，尤其
是老年人对人民币收藏品市场虚假销售的敏
锐性和警惕性，社会公众普遍缺乏防范意识
和辨别能力。
对此，有关部门提出，应加快与工商、公
安部门建立规范的线索移交和协作查处机
制，同时在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和非法人民
币广告行为监测方面，应考虑购买专业广告
监 测 服 务 ，弥 补 自 身 监 测 力 量 与 手 段 的 不
足。
陈伟忠

【市场揭秘】

估 价 百 万 的 拍 卖 骗 局
与朋友交流中，遇到几次类似的事情：他
们的家里的玉器，被拍卖公司看上了，要征集
上拍，而且评价非常高，还有专家的鉴定说
明，甚至堪称是国宝级的，拍卖定价大多是几
百万元。这些持宝人也会信以为真，期待着
拍卖成功后收到上百万的巨款。
现在把这种骗局的套路揭示给大家：
第一步，骗子们从各种渠道打探、得知
你手里有玉器，并与你取得联系，告知你：我
们拍卖公司里的专家认为您的玉器有很高
的价值，而且他们有很多港澳台藏家资源，
希望您能将它委托上拍，并且给出了几百万
的估价。
第二步，你会信以为真，觉得自己的宝
物价值连城，并在几个月后将变成几百万的

现金，虽然你自己并不了解自己的“宝物”，
但宁愿相信拍卖公司的高估价。这也是骗
子所利用的人性弱点。
第三步，骗子和你签委托合同，并且以
估价为基础按比例向你收取推广费，一般是
1%。想想几个月后，几百万巨款就能到手，
几万的推广费也就很痛快地支付了。
第四步，骗子在某地（通常不在你的城
市），在宾馆里租用一个会议室，进行一两天
的预展，然后找来拍卖师，再雇几个假装的竞
买人。一切都是按照正规的拍卖程序进行，
这样你是没办法找到他们的法律漏洞的。
第五步，拍卖开始，几乎所有的拍卖全
部 流 拍 ，无 人 出 价 ，这 也 是 事 先 预 料 到 的 。
你的宝物没能变成巨款，但你的推广费已经

《出水芙蓉图》南宋 吴炳（北京故宫博
物院藏）

《红莲图册》 清 谢荪

【藏品经典】

出淤泥而不染

——历代名家画荷欣赏
荷花花叶清秀，花香四溢，自古就受到
人们的喜爱，荷花素有“花中君子”之称，有
品格高尚、纯净美好等寓意。莲花有并蒂
同心者，为一蒂两花，且“莲”与“怜”谐音，
是男女好合、夫妻恩爱的象征；莲花多子，
故可寄托多子多福的愿望。荷花在佛教中
是神圣洁净的圣物，在人们心中是真善美
的化身，荷花从其出自淤泥却不染，最后花
开成莲的过程也暗合了佛教中从修炼到开
悟的过程。

国画中荷花有很多寓意象征，周敦颐为
我们塑造了一个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的
君子形象；
“一品清廉”，荷花寓意公正廉洁，
是对清官的赞扬；
“ 本固枝荣”，荷花枝繁叶
茂，用荷花丛生比喻根基牢固，兴旺发达，家
道昌盛……
除此之外，画家笔墨下写意大气的墨荷
更是给我们更多思想遨游的空间。所以，荷
花一直受到我国历代知名画家的青睐，各代
名家的《荷花》作品也丰富多彩。

缴纳了，不会退还。如果这场拍卖有十几件
这样的拍品，骗子们就能赚几十万，甚至上
百万。
第六步，流拍的拍品需要退还给你，并找
出各种理由向你表示惋惜。但是要退还拍
品，还需要向拍卖公司支付 1%的保管费，因
为在这几个月里，拍卖公司一直为你的宝物
提供了高级别的安保，所以你如果想拿回宝
物，要再支付几万元。而你依然觉得你的宝
物就是价值几百万，
交保管费也要拿回来。
明白了吗？骗子把一件玉器估价几百万
（市场价值可能只有万元左右），走一次拍卖
流程，骗了你几万、十几万，然后物归原主。
其实各种骗局都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这
种骗局也不例外。
《荷 花 鸳 鸯 图》 明 《荷凫图》 清 朱耷 《红 荷 图》 近 代 吴 昌 《泼 彩 描 金 映 日 图》
陈洪绶
（美国弗利尔美术 硕（中 央 工 艺 美 术 学 现代 张大千
馆藏）
院藏）

【收藏人文】

【书画赏析】

夏志诚的火花世界

万喜千欢（十九世纪）

日前，由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中国日用化
工协会火柴分会火花组主办，南京市公安局
玄武分局文化艺术中心、全国火花收藏家协
会承办的“夏志诚先生集花六十年汇报展”在
南京隆重开幕。
夏志诚现为全国火花收藏家协会会长、
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烟标火花专委会主任、南
京市职工火花协会会长，六十年以来，他凭着
火样的热情、坚定的毅力、执着的精神，收集
邮票、火花 100 多万枚。他倡导收藏与工作
学习相结合、收藏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收藏与
交流展示相结合的理念，先后率领广大会员
在南京、重庆、北京、上海、无锡、姜堰、扬州、
安阳等城市举行大型“中外火花交换节”
、
“中
外火花交流会”、
“ 全国火花文化节”20 多场
次，到企业、社区、军营、校园、文化宫、美术
馆、博物馆、旅游景点等地举办各类中小型展
览 500 多场次，策划发行全国统一编号火花
400 多套，设计火花纪念戳 100 多枚，撰写火
花文章 200 多篇，向社会各界捐赠火花 300
多万枚，让火花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在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积极而又独特的

作用。
火花，是火柴商标的雅称。也称火柴盒
贴、火柴标签、火柴装饰画、磷票等。十九世
纪中叶，火柴从欧洲传入中国，在火柴商标上
加印汉字和中国人喜欢的吉祥图案，人称“火
花”。慈禧太后在六十寿辰之时，日本外交使
节进贡的新鲜蟠桃让慈禧非常开心；于是日
本云庄公司和大吉公司出品了“蟠桃祝寿”火
柴，带有底座的托盘上摆放两只鲜红的寿桃，
再配以碧绿好桃叶，十分喜庆。1879 年，中
国民族资本家卫省轩在广东省佛山办起了我
国第一家火柴厂“巧明火柴厂”，中国第一枚
火 柴 商 标 是“ 太 和 舞 龙 牌 ”，从 1879 年 到
1902 年，全国共开设 20 多家民族火柴厂，这
些火柴厂所出品的火柴商标，我们都称之中
国早期火花。光绪二十一年三月(1895 年)
“戊戌变法”，当时印制了“戊戌变法”火柴商
标，四位身穿长袍马褂、头带瓜皮帽的人物正
在上谏，要求变法改革，谏书上分别写着:“地
方自治、法律改良、海陆军部、宪政大全”等文
字。把变法内容清清楚楚印在火柴盒上，通
过火柴的销售，
让千家万户，
人人皆知。

蟠桃祝寿（1894）

太和舞龙牌（1879）

戊戌变法（1895）

自来火（十九世纪）

【方寸之间】

哪些邮票值得收藏
邮票是国家的名片，每一枚邮票
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既有使用和
欣赏价值，又有收藏和投资价值。然
而，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飞速发
展，如今邮票在传递信件过程中的价
值大不如前了，收藏和投资的价值也
进入了低迷期。
前段时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宣
布，将主动调整发行政策，全面调减邮
票发行量，2018 年纪特邮票发行量同
比 2017 年减少 29%。对此，不少读者
疑惑，邮票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方寸之间，见证历史，这就是邮票
的魅力。什么样的邮票才值得收藏
呢？
邮票是一种陶冶情操、益智交友
的爱好。正如，有人喜欢收藏古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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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邮票、有人偏爱弘扬传统文化题
材的邮票，因为纯粹的喜爱而收藏，这
对于个人来说最具收藏价值。比如
“80 版”猴票，高达 15 万倍的升值神
话树立起生肖邮票在新中国邮票中最
为重要的市场地位。对于普通大众而
言，更多关注的只是邮票图案、邮票背
后的故事等。
邮票作为国家名片，方寸之中，题
材广泛，包罗万象，是一个国家传承与
传播优秀文化的重要窗口。来自中国
邮政邮票博物馆的一组数据显示，
2017 年，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参观
人数达 4 万余人，博物馆外出巡展的
参观人数超过 10 万人，观众的年龄结
构也从中老年向年轻观众转化，以家
庭为单位的观众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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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易书札上叙情怀
“天涯羁旅，惟良友尺
素，可以慰之。”这是黄易
致好友罗聘书札中发出的
感慨。艺友之间，书札既
是联系他们友情的纽带，
也是安慰他们孤独的良
药。
书札在中国古代很早
就产生了。清代乾嘉时
期，学术界产生了著名的
“乾嘉学派”
，光芒万丈，照
耀后世。这一时期的学者
交往频繁，在当时交通不
便的情况下，书札成为了
传递他们之间思想碰撞和
情感抒发的重要载体。
黄易是众多乾嘉学者
中的一位，他精通金石书
画 ，幼 承 家 学 ，篆 刻 位 列
“西泠八家”，隶书深有碑
学之浑厚。黄易平生最爱
访碑，他的绘画以访碑图
名世，真实地记录他寻碑
的经过，颇有特色。黄易
中年得官，仕途坎坷，公务 清 黄易 故宫博物院藏
之余，一生精力皆在金石
出以下两种特点：
书画之中。人迹罕至的山川草莽之间，正是
一、书札常与金石拓本一起邮寄。金石
黄易扪苔剔藓、访碑寻碑的绝佳之地。当他
拓本是古代对金石碑刻上文字与图案的一
在寻到一块满意碑刻时兴奋地大叫“生平至
种复制技术，能最大限度保持被拓作品原
快之事”的时候，回去总会用书札给他的金
貌。拓本方便携带与邮寄，是金石学家之间
石圈好友分享他的喜悦。其中，位居京师的
最普遍的交往方式
翁方纲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二、书札独具一番艺术特色。书札作为
从翁方纲与黄易往来的众多书札上我
诸多文体之一，有特定的书写套路和规则。
们不难看到他们之间想急切交流艺术的渴
从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大量黄易书札上我们
望。翁方纲几次出访山东典试时偷暇约见
可以看出，黄易书札作为和友人之间私下交
黄易，曾有札致黄易云：
“弟舆中亦略携一二
流思想的工具，文字表述直白，开门见山，书
求题之件，同几作书，一偿数年以来积渴之
写率性而为，一般不考虑章法和笔法，随意
劳，何快如之！”多年的书札往来依然不如当
挥洒。
面交流时来的亲切，翁方纲想与黄易交流艺
“天涯羁旅，惟良友尺素，可以慰之。”这
术的热情跃然纸上。这次黄易也是提前 20
是黄易致好友罗聘书札中发出的感慨。艺
里外乘舟相迎，在船上便同翁方纲观看他所
友之间，书札既是联系他们友情的纽带，也
藏的明代著名书法家祝允明的作品。
是安慰他们孤独的良药。
包子捷
从黄易与他们交往的书札中可以总结

【瓷品赏析】

陈国银和他的瓷器收藏

北宋定窑孩儿枕
陈国银是江苏巨宇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老总，
“煜轩堂”主人，南京瓷器收藏家，自幼受家庭影
响，爱好古玩收藏。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
对我国古陶瓷进行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如今
在全国有一定的知名度。走进陈国银的“煜轩
堂”，首先被正前方的茶桌给吸引住了，上面摆满
了茶具，还有正在烧热的水发出“突突”的声音；而
两旁墙上陈列的都是一些精美瓷器。
在陈国银的瓷器收藏里有一件珍品，叫“北
宋定窑孩儿枕”，枕塑成俯卧的孩儿形，枕塑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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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胖孩两臂交叉俯卧于榻上，头枕于左臂上，右
手持结带绣球，额头开阔，神态安详。小孩儿身
着长衫，外套坎肩，衫上印有团花纹；头两侧各有
一绺孩儿发，下身着长裤，足蹬软靴。小孩儿衣
纹雕刻自然，榻的周边印有螭龙、垂云、卷枝等纹
饰；雕塑手法细腻入微，尤其是小孩儿的神情栩
栩如生，活泼可爱，是一件非常传神的北宋定窑
艺术品。定窑是宋代六大窑系之一，是继唐代的
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以产白瓷著
称，兼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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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定”、
“ 紫定”和“绿定”。陈国银的“北宋定窑
孩儿枕”正是酱釉工艺，产自定窑发源地保定市
曲阳县。
此外，
在陈国银的瓷器收藏中还有一件宋代黑
釉定窑瓷器
“黑天鹅”
和元代
“釉里红玉壶春瓶”
“
。黑
天鹅”
，
目前黑釉定瓷存世极少，
堪称
“国宝”
“
。釉里
红玉壶春瓶”
是以铜红作为彩料,在高温中烧成釉下
彩瓷器，
釉里红瓷器的烧造比青花瓷器难度要大,其
传世品比青花瓷器要少,尤其是元代釉里红瓷器更
为珍贵。
屠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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