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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一生
印順導師 著

對佛法的理解也從不會恭維他們，免

他們陷於輕僧、毀憎，連學佛的基礎——

歸依三寶功德都不能具足。

我準備要東下了。七月十五日，佛

學社有法會。下午，忽然時局緊張起來，

開封城外也聽到了槍聲。據說：蘭封的鐵

路，被八路軍扒了。沿隴海路東下的希

望沒有了，一切唯有讓因緣來決定。隔

一天，淨嚴法師與我到了鄭州；我再從鄭

州南下到武昌。在鄭州著了涼，在武院咳

嗽了一個多月，暫時留了下來。武院的房

屋，在葦舫的努力下，正在補修恢復。

三十六年(四十二歲)正月，我回到了

上海，在玉佛寺禮見了虛大師。大師那

時有說不完的不如意事，心情沉重。那

時的杭州靈峰，辦理武林佛學院，演培

與妙欽，都在那裏任教，所以我先到杭州

去看看。大師說：“回來時，折幾枝梅花

來吧”！靈峰是杭州探梅的勝地。我去了

幾天，就得到虛大師病重，繼而逝世的消

息。我折了幾枝靈峰的梅花，與大家一起

到上海，奉梅花為最後的供養。我在開

封，在武昌，一再滯留，而終於還能見到

大師，也算有緣了！大師的弟子都來了，

我被推主編“太虛大師全書”。這是我所

能做的，也就答應了。與續明、楊星森，

在三月裏到了雪竇，受到寺主大醒法師的

照顧；全書到第二年四月才編集完成。

三十六年與三十七年，我都回過普陀

山，那只是為了禮見先師。普陀山一切都

變了，閱藏樓也變了，其實京、滬、杭一

帶的佛教都變了，變得面目全非。一切都

變了，有一切無從說起的感覺。三十七年

(四十三歲)，從普陀回杭州，要進行西湖

佛教圖書館的籌備工作。經過寧波，到延

慶寺，恰好見到了錫蘭回來的法舫法師，

他是去雪竇禮敬虛大師舍利而下來的。大

醒法師感慨的說：“雪竇寺存有多少錢，

多少穀，請法舫法師繼任住持，來復興虛

大師主持過的道場。我說了兩天一夜，

現在連聽也不要聽了”！我說：“我來說

說看”。我說明了雪竇寺的實況：雪竇寺

的好處——蔣主席的故鄉，常住經濟也可

維持二十多人；雪竇寺大醒法師也有些困

難，最好法舫法師能發心接任。我說了好

處，又說了壞處(大醒法師專說好處)，法

舫法師就接受了，忙著準備晉山。雖然時

局變化，等於沒有這回事，我內心還是很

歡喜的。亦幻法師說：“法舫住持雪竇，

將來辦學，印順一定會來幫助的”。這種

適合一般人的想法，對我是不一定適合

的。

九 廈門 香港 臺灣
千僧齋，慧雲交來的二十元，遊興

勃發，三昧庵的突然相逢，武昌的病苦，

使我意外的避免了敵偽下生活的煎熬。現

在，又一次的避免了苦難，已過了五十多

年的自由生活。我的身體衰弱，不堪長途

跋涉。生性內向而不善交往，也不可能有

奔向(語言不通的)香港與臺灣的決心。我

是怎樣避免了的？這是又一次不自覺的在

安排，預先脫離了險地。

因緣是非常複雜的，使我遠離政治動

亂的苦難，主要應該是妙欽。妙欽與演培

等，在漢院同住了幾年，在法義的互相論

究中，引發了一種共同的理想。希望在杭

州一帶，找一個地方，集合少數同學，對

佛法作深一層的研究。三十六年(四十二

歲)冬天，以佛性(禪定和尚的弟子，曾在

漢院任監學)名義，接管杭州岳墳右後方

的香山洞，籌組西湖佛教圖書館，就是這

一理想的初步實施。這是我對佛法的未來

理想，理想只如此而已。在幾位學友中，

我是大了幾歲的，隱隱然以我為主導，但

我沒有經濟基礎，連自己的生活都解決不

了。那該怎麽辦呢？當然寫緣起哪(這是我

的事)，找贊助人哪(佛性出去跑了幾趟)，

而主要卻寄希望於妙欽的一位長輩。

妙欽是廈門(原籍惠安)人，與性願老

法師有宗派的法統關係。抗戰期間，性老

開化菲島。

三十七年冬天，性老回國，在南普陀

寺舉行傳戒法會。本來，性老與虛大師的

風格是完全不同的。虛大師門下，在閩南

長老，特別是性老的心目中，也沒有留下

良好的印象。我想，也許我是念公(福建金

門人)的弟子，但主要是妙欽為我在性老前

的揄揚。

<未完待續>

我的中國四十年
——CNN北京記者站前站長吉米口述

楊夢雨

但很多白人或者黑人同學卻因為民眾

的好奇心吃了不少苦頭。留學生們走上街

上，街上的人會不由自主地盯著他們看，

有的人甚至會從頭到腳從腳到頭地打量一

番，去到農村，還會有鄉親摸摸非洲同學

的皮膚看會不會掉顔色，或者摸摸白人同

學的金色頭髮。好在留學生都學過中文，

也瞭解中國的傳統和現狀，能夠理解這些

過分的甚至有些極端的好奇心，到後來，

外國人也不再是什麽特殊現象，開放的中

國也真正邁出了自己的腳步。

“撞”進外媒
與其說吉米是“踏”入媒體行業的，

不如說是“撞”進去的。

那時身為北京大學學生的吉米，一邊

享受著高等學府的學術魅力，一邊感受著

時代開始迸發的蓬勃激情，而他自己也不

斷探尋著未來的方向。以剪報紙為開端，

以報道審判“四人幫”為轉機，從茫然無

知到遊刃有餘，吉米漸漸擴大了屬於自己

的外媒“陣地”。

1980年，吉米在北京大學的必修課程

已全部修完，只要把畢業論文寫好，就會

有許多空餘時間供自己支配。有一次，他

到一個朋友家吃飯，那位朋友正在《紐約

時報》做新聞助理，無意中問起吉米對報

社工作有沒有興趣，從中學開始就接觸新

聞的吉米趕忙點頭。在朋友的幫助下，吉

米被介紹到《新聞週刊》做了一名助理。

最開始一個星期去工作兩個半天，後來就

變成了三個整天，吉米在《新聞週刊》的

工作一直持續到畢業。

在《新聞週刊》的工作剛開始是很枯

燥的。吉米每週兩次從海澱“進城”做助

理，只是負責剪報紙，並給報紙分類。每

次他都埋著於厚厚的幾疊報紙之間，通過

閱讀篩選出重要的部分，再把它們剪下來

集中在一起。吉米的工作主要就是把和中

國相關的新聞貼在一張紙上，按照不同主

題一欄一欄的放好。

雖然工作內容機械重復，但因為終

於能方便地閱讀英文報紙，對吉米來說倒

也別有趣味。“讓你看自己喜歡看的報

紙，還給你勞務費，這是多麽好的一件事

情。”在那時，能夠通過閱讀報章資料靠

近這個報紙刊物，既開拓了他的眼界，也

彌補了自己在學校看不到的諸多內容，同

時也能掙些錢貼補生活，對吉米來說可謂

“一舉多得”。

不久，《新聞週刊》的駐京記者就意

識到，這個踏實工作的年輕人會中文、人

脈廣，只是剪剪報紙有點兒“大材小用”

了，就鼓勵吉米多到外面去瞭解現實情

況，並寫些東西。慢慢地，吉米開始了自

己的記者生涯。不過，開始的時候他報道

的內容很難在刊物上真正佔據版面。

然而，在那個風雲際會的年代，吉米

在《新聞週刊》見證了時代的浪潮，他也

逐浪其中，從而改變自己的前途未來。

審判“四人幫”的報道可以算作是吉

米新聞事業的一大轉折。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關

於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

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決定》。1980年11月

20日下午3時第一次開庭，對江青等人進

行公開審判；1981年1月25日上午審判，認

定他們均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

並判處了相應的刑罰。1981年1月25日中國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特別法院公開審判“四

人幫”（指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

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結成的幫

派），囂張一時的“四人幫”迎來審判，

這是整個中國的大事件，也是吉米新聞生

涯中難以磨滅的一節。

審判“四人幫”的消息一傳出就引

起了各界矚目，群眾對此事也非常關注。

但《新聞週刊》的駐京記者正巧回國度假

不在北京，匆忙之下，報社給吉米發去了

電報，邀請他來進行對此次重大事件的報

道。

雖然多少有些“趕鴨子上架”的意

味，但在1980年12月到1981年1月審判“四

人幫”期間，抓住機遇的吉米終於迎來了

自己在《新聞週刊》的最大突破。

     <未完待續>

全球120多款候選新冠疫苗
誰更有希望？ 

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截至5月22日，

全球目前已有超過120款候選新冠疫苗，其中

114款處在臨床前評估階段，10款疫苗已進入

臨床試驗：其中5款來自中國團隊，其餘5款

由美國和英國科學家研製。在疫苗研發「大

賽」中，跑得快的選手已率先進入Ⅱ期臨床

試驗。但誰更有希望？目前依然沒有確切答

案。不過，在免疫應答水平上，幾個團隊公

佈的動物或人體試驗數據初步顯示出了不同

的潛力。

首個疫苗人體臨床試驗報告背後
5月22日晚，世界醫學頂級期刊《柳葉

刀》發表了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科學院軍

事醫學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研究員陳薇團

隊研發的腺病毒載體Ad5-nCoV疫苗Ⅰ期人體

臨床試驗結果，這也是全球首個新冠疫苗的

人體臨床數據報告。

一位接近陳薇團隊的疫苗研發人員向介

紹說，疫苗的人體臨床試驗主要分為三期：I

期是瞭解疫苗的初步安全性，Ⅱ期在規模更

大的樣本量中考察疫苗的安全性，並確定最

優的免疫劑量，Ⅲ期則將這個劑量應用于大

樣本人群中評估有效性。

陳薇團隊的疫苗Ⅰ期臨床試驗結果顯

示，2020年3月16日～3月27日期間，通過對

108名18至60歲的健康成年人注射疫苗後發

現，志願者在接種後第14天開始出現特異性T

細胞反應。中和抗體的滴度，在接種後第28

天達到峰值。

該研究主要和次要測量指標分別為接種

後7天內、28天內的不良反應。結果顯示，整

體不良反應人數占比為 81％，大多數不良反

應的嚴重程度為輕度或中度，3級不良反應率

為9％。研究團隊稱，嚴重的不良反應是短暫

和自限性的，但基于這一評估結果，在Ⅱ期

臨床試驗中取消了高劑量組。

研 究 團 隊 1 0 8 位 受 試 者 分 為 低 劑 量

（ 0 . 5 m l ） 、 中 劑 量 （ 1 m l ） 與 高 劑 量

（1.5ml）三組，每組36人。誘導出對新冠病

毒很強的中和能力的抗體是新冠疫苗的重要

目標。在該試驗中，接種後28天，低劑量組

平均值為14.5，中劑量組為16.2，高劑量組也

只有34。

徐建青是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新發

與再現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也是該機構新冠

疫苗研發團隊的主要負責人。他告訴，接種

疫苗後出現的中和抗體滴度要至少超過40以

上，40是最底線的指標。總體來說，中和抗

體濃度越高越好，理想的疫苗保守估計要達

到1000左右。

除了看中和抗體的絕對數，徐建青指

出，還有一個相對指標，即注射疫苗前後對

比，中和抗體滴度至少提升4倍以上。在陳薇

團隊的三個劑量組中，第28天，中和抗體數

量達到峰值時，低、中劑量組中只有一半的

受試者能夠實現4倍中和抗體的提升，高劑量

組這一比例為75％。

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原免疫規劃科

醫師陶黎納也指出，報告裡的這個結果不算

理想，中和抗體4倍增長率在28天時最好能達

到90％以上。不過，由于有效的抗體標準並

未確定，以及細胞免疫同樣重要，目前的結

果還不能說明問題。

儘管面臨一些不確定性，陳薇團隊已於

4月12日在武漢開啟 Ⅱ 期人體臨床試驗。與

Ⅰ期非隨機的設計相比，Ⅱ期採取隨機、雙

盲模式，引入安慰劑對照組，不僅將樣本擴

大到500人，而且首次引入了60歲以上的志願

者，最高齡達到84歲。據知情人士對透露，

Ⅱ期試驗的初步結果已於5月16日報國家藥品

監督管理局審查，結果預計約在6月左右公

佈。

在該研究中，44％至56％的志願受試

者存在針對腺病毒的免疫反應，這部分受試

者此前都有較高的腺病毒中和抗體滴度，且

數字在接種該疫苗後顯著提高。論文第一作

者、江蘇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朱鳳才對此表

示，高度存在的5型腺病毒免疫可能會對疫苗

引起的免疫反應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

產生這一問題的根源，與該疫苗的技術

路線有關：它採用基因工程方法構建，以複

製缺陷型人5型腺病毒為載體，可表達新型

冠狀病毒S抗原。徐建青解釋說，從理論上

來說，大概80％的中國人有5型腺病毒抗體陽

性，意味著多數人已經感染過，當腺病毒再

次進入體內，身體內的腺病毒抗體會攻擊載

體而非它表達的S蛋白，從而令疫苗失效，這

通常稱為載體阻礙效應，或者預存免疫。這

也是此前很多利用該技術路線的疫苗失敗的

主要原因。

對于腺病毒帶來的免疫減弱作用，一種

解決思路是採取異源初免-加強策略，即通過

注射不同種類的疫苗以加強人體內的免疫應

答，第一種疫苗以幫助人體建立初免；第二

種疫苗則用來再次增強免疫系統。陳薇團隊

也指出，以前的一些研究已證明，這種異源

初免-加強策略能在具有高預存的人群中誘發

更強和更持久的免疫應答。埃博拉疫苗曾採

用這一方案。

其他技術路線初期考
在國際上，目前，美國除Moderna的

mRNA疫苗外，還有製藥公司Inovio的DNA疫

苗INO-4800，已進入Ⅱ期臨床；4月23日，德

國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與美國製藥公司輝

瑞聯合研發的mRNA疫苗在德國開始臨床試

驗。位于美國馬里蘭州的Novavax公司的重組

納米顆粒疫苗也于5月啟動了I期臨床。

全球公認的五種新冠疫苗設計路線為：

核酸疫苗（包括mRNA疫苗、DNA疫苗）、

重組基因工程（蛋白重組）疫苗、滅活疫

苗、減毒流感病毒載體疫苗和腺病毒載體疫

苗。核酸疫苗，尤其是其中的mRNA疫苗技

術，在此次疫苗競賽中備受研究人員與資本

青睞，國外目前進入臨床試驗階段的5款疫苗

中有3款屬於mRNA疫苗，但國內的mRNA候

選疫苗依然沒有一款進入這個階段。

然而，這條技術路線上目前還沒有正式

發表的動物試驗或臨床試驗結果。5月18日，

Moderna在一份公司新聞稿而非正式的論文

中透露Ⅰ期研究「積極」的中期臨床數據。

Moderna稱，注射疫苗後，45名參與者全部產

生抗體。兩次給藥後，低劑量組和中劑量組

中8位受試者體內都產生了中和抗體，且滴度

達到或超過了恢復期患者血清中的中和抗體

滴度，同時，疫苗總體上安全性和耐受性良

好。

這個信息立刻推高了投資者們的信心，

當日Moderna股價上漲接近20％。然而，業內

人士對這些數據持懷疑態度。美國范德堡大

學一位研究人員撰文指出，比起Moderna公司

披露的數據，更應該關注的是沒有披露的那

部分，比如，其餘37名受試者的中和抗體反

應如何？已被觀察到的中和抗體數值具體是

多少？

該公司只是籠統地說，這些檢測到的抗

體水平是個好兆頭，「如果達到康復者的抗

體水平，那就足夠了」。但人們對于多高的

抗體水平能使康復者免于再次感染依然知之

甚少。不過，mRNA-1273已在5月6日獲得美

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批准進入Ⅱ期研究，

預計Ⅲ期將于7月開始。

前述不願具名的疫苗科學家說，Moderna

的mRNA技術是全球最先進的，但過去該公

司一直將這種技術用于腫瘤等治療性疫苗的

研發中，因為這個技術還未成熟到可以短期

大規模生產，而且這種疫苗本身非常昂貴，

即便美國已經大幅降低了成本，也需600～

1000美元一劑。

收藏感悟與鑒賞心得
寒江雪

隨著文化的勃興與社會文化意識的增
強，作為歷史見證與文化遺存，具有收藏、
觀賞、研究與科學價值的物品，逐漸激發了
人們的公共追崇並贏得了社會的集體尊重。
在商品經濟的催化作用下，收藏成了這個時
代從業人數最多的職業與職業外群體，並且
正在一步步邁向職業化、專業化。鱗次櫛
比、琳琅滿目的古玩商城，隨處可見、人聲
鼎沸的地攤市場，一應俱全、應接不暇的網
上商店，用轟轟烈烈鋪天蓋地來形容它，絲
毫也不為過。
這年頭，只要你有票子、有眼力、有膽

子、有閒情逸致，通過集藏、運營古玩發家
致富，對普通老百姓而言，已經不再是一件
望塵莫及遙不可及的事情。受市場化的利益
驅動與社會開放程度的日益提高，收藏已經
超越國家與政府職能範疇，成為每個公民都
有資格和權利去參與的文化消費行為。那個
法律嚴令禁止個人進行藏品交易的時代已經
成為了社會發展史的一部分。
時至今日，收藏作為一種朝陽產業，已

經走進了尋常百姓家，誰都可以參與其中樂
在其中。實際上，通過操作古玩——或低進
高出，或投機取巧，或先入為主——「快遞
發財」甚至一夜暴富、一舉成名者並不在少
數。只要自己足夠精明，懂得「算計」，不
是通過倒買倒賣抑或盜墓式非法途徑「不當
得利」，幹什麼都未嘗不可。
但是，一個人所共知的道理是：並非每

個人都能幹好每一件事，也並非每一件事每
個人都能幹好。收藏這行當就是這樣，它對
個人綜合實力有著較高的要求。近年來，拍
賣成了中國社會最熱門的產業之一。於是
乎，與之相對應相伴隨，從事收藏的人數亦
水漲船高、節節攀升。據粗略估價，中國目
前從事各類收藏的人數已逾七千萬，比伊朗
全國人口總數還要多，相當於每 19個人中
間就有一個在做收藏。收藏業朝氣蓬勃、方
興未艾，成了股票和房地產之後第三大投資
產業，有力地推動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進
步。在積極意義上，這本無可厚非，應值得
肯定。
在龐大的收藏群體裡，但凡手頭有幾件

上了年頭的藏品，且不論其真偽與價值高
低，都迫不及待地想在公共區間自我吹捧一
番，甚至大言不慚美其名曰「收藏家」「鑒
定師」甚至「古玩經紀人」。但是，他們中
有幾個人知道，真正的收藏要學識豐，膽識
大，見識廣，真正的鑒賞要眼力強、眼光
准、眼界高。這名頭不能自我施與，這帽子
不能自我扣戴。否則只會徒增他人的反感、
擠兌和排斥。鬧出笑話，自取其辱，何苦來
哉！
對一件藏品進行準確鑒定需要具備嚴謹

科學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背景，來不得半點馬
虎和遮掩。有的人含糊其辭、語焉不詳、懵
懵懂懂、結結巴巴；有人則鞭辟入裡、入木
三分、娓娓道來、字字珠璣。何故？物以類
聚，人以群分，這年頭自侍鑒定大師者俯拾
即是多如牛毛。
每個人與生俱來都具有自我保護意識，

無論幹什麼都怕遭受挫折。尤其從事收藏這
一行當，所謂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這話
說到了屢屢買到假貨吃啞巴虧收藏者的心坎
上。但吃一塹，長一智，捨得花大價錢卻買
到假東西是經濟上或曰物質上的損失，會讓
你咬牙切齒，收穫一時教訓，你由此長了心
眼，多了記性；捨不得小銀子卻失去真寶貝
是很大的精神上或曰思想上的刺激，會使你
銘心刻骨，得到一世遺憾，你由此長了眼
光，多了悟性。第一步錯了不要緊，要緊的
是不能將錯就錯，一錯再錯，充當助推制假
造假行為的「屢犯」「慣犯」，否則無異於

助紂為虐。
很多人做了一輩子收藏，在歷史與現實

中反覆穿越、來回遊走，沒過幾年就以為修
成了正果，「功德圓滿」，自以為無師自
通，自詡為收藏高手，卻對藏品內涵一無所
知，對藏品收益一無所獲，對藏品知識一無
所得，對自己收藏的山寨貨、地攤貨視如珍
寶愛不釋手，其夢寐以求的理想目標是指望
藉此一夜暴富一舉成名，心態扭曲，動機不
端，其失敗也就在所難免。根源不在碰不上
好運氣買不到真東西，而是在魚目混珠、魚
龍混雜的藏品面前，缺少一雙能夠識別真
假、鑒別好壞，明察秋毫、洞若觀火的慧
眼，缺少專業知識積累和學術理論支撐，因
而遇到真寶貝難免屢屢失之交臂擦肩而過，
於是乎，一方面，屢屢上當受騙。交了不少
學費，費了不少心血，傷了不少「感情」；
另一方面，與行家裡手對話難免遮遮掩掩羞
羞答答，這是很大的不幸，也是很大的悲
哀。須知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凡事欲速則
不達，貪圖小利則難成大事。盡人皆知，藏
品價值的形成需要歷史的積澱，地攤上不可
能滿大街都是寶貝；同樣地，煉就一雙火眼
金睛需要的是一生的積澱！萬萬不可懷急功
近利之心，貪一本萬利之欲。那種急於求
成、希望通過曲線收藏獲得短期收益的投機
性收藏者不可能得到業內的認可從而取得不
俗業績。
在一個假貨氾濫、贗品橫行的古玩交易

市場裡，能夠千挑萬選百里挑一尋覓到一件
貨真價實的藏品已經算是非常幸運；在一個
鑒定「專家」遍地開花拍賣公司欺世盜名的
拍賣行業裡，能夠找到一位憑良心說話的真
正專家講誠信辦事的正規公司何其困難！試
問，是誰助紂為虐為虎作倀助長了中國古玩
交易市場的亂象，製造了中國拍賣行業的繁
榮假像？正是那些多如牛毛、俯拾即是，以
行騙為目的所謂拍賣公司。他們的業務員為
招攬生意搶奪「地盤」巧舌如簧巧立名目，
無所不盡其極。他們靠的是收取前期服務
費，諸如宣傳費、圖錄費、保險費、保管
費、出境費、手續費等等維持業務生存，根
本沒有目標客戶，幾無業務拓展空間，在競
爭激烈的拍賣行業苟延殘喘打國家政策的
「擦邊球」，直教人咬牙切齒捶胸頓足深惡
痛絕之至。他們實則以拍賣公司為幌子掩人
耳目招搖過市，以所謂的國家級權威鑒定專
家把關藏品為伎倆，以套取巨額「前期費
用」為目的，以離譜的估價和比哭還難看的
虛假笑容為手段，不知強姦了多少藏家的淳
樸，俘虜了多少藏友的善良！
對於中國拍賣市場亂象，那些所謂的

「專家」、「鑒定師」，有著不可推卸的道
德責任。他們不務正業，不走正道，整日遊
走在各拍賣公司之間，輪番登臺客串，你方
唱罷我登臺，近乎散兵游勇，根本上只是拍
賣公司僱傭的幫兇和走卒。在拍賣公司的精
心包裝下，他們說出的是廉價謊言，出賣的
是寶貴良知，得到的是點滴施捨，收穫的是
莫大悲哀。他們為了一己之利，不惜訛言謊
語、巧舌如簧，將做人的醜惡面演繹得入木
三分，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年頭，社會誠信缺失，公共道德危

機，功利主義無所不在，坑蒙拐騙無孔不
入。作為一名深諳拍賣潛規則的業內人士，
筆者從公共良心出發，深感有必要在此奉勸
廣大藏友：不要被那些名不見經傳唯利是
圖，一無拍賣資質、二無社會資源、三無商
業良心、四無社會聲譽、五無競爭能力的
二三流拍賣公司的所謂鑒定專家之甜言蜜語
沖昏了純潔的頭腦，他們只不過是拍賣公司
僱傭的托兒；不要在那些天花亂墜海闊天空
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的藏品鑒定估價面前心花

怒放，這些誘人的話語裡面暗含著拍賣公司
對應比例、水漲船高式的利益切割與提取；
不要死心塌地傾注血本甚至不惜傾家蕩產購
買成批量的山寨「古董」，充其量只能算作
記錄與見證收藏失敗教訓的反面教材；不要
聽不進逆耳忠言喝不下苦口良藥在錯誤的道
路上執迷不悟一意孤行衝鋒陷陣一往無前，
到頭來只能落得頭破血流傷痕纍纍。或許，
這正是收藏必交的學費、成長必付的代價、
人生必走的彎道，萬萬不可操之過急求財心
切指望一口真能吃出個胖子。請理性堅守並
自覺維護好自己發自內行的淳樸和善良。
求人不如求己，打鐵還需自身硬。只有

自己看得懂真與假、搞得透新與舊、說得清
好與壞、講得出貴與賤、弄得明捨與得，才
能在千百萬藏友中贏得自己的話語權、生存
權，否則永遠只能做收藏的「新手」。多看
書、少閒聊，使自己充實一點；多研究、少
瞎掰，使自己深刻一點；多參觀、少閒逛，
使自己專業一點；多理性、少感性，使自己
豐富一點；多誠實、少虛偽，使自己真實一
點。與其整天漫無目的地在網路閒聊在地攤
閒逛，不如多花點時間靜下心來坐在桌前看
看名家著述進行專業研讀，多到博物館看看
貨真價實的藝術品，多與文博界的知名專家
學者交流探討，學真知取真經，少一份浮
躁，多一份寧靜；少一些浮華，多一些練
達；少一些投機主義，多一些修養力量。對
於收藏的基本技巧與鑒定的專業知識，只有
自己知其一二明其就裡，方能在收藏時不受

制於人在拍賣時不寄人籬下，不被別人的謊
言牽著鼻子走，以免中了圈套入了陷阱，賠
了夫人又折兵。凡事要做到精煉，需要練就
真本領，需要下得真功夫。至於鑒定，其理
亦然，來不得半點矇混、半句忽悠。以瓷器
為例，一個連某朝某代瓷器在形制、款識、
胎釉、瓷繪、色澤、原料等基本特徵都不甚
瞭解，對中國瓷器發展的基本歷史軌跡懵懵
懂懂的人，怎麼能指望他對一件藏品作出令
人信服的解說和斷定？遺憾的是，作為瓷器
的王國，千百年來，我們在生產了無數既具
有歷史積澱與藝術內涵，又與皇家貴族或人
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精品瓷器的同時，卻恰恰
缺少能夠對瓷器進行科學與理性鑒定、話語
內涵真正具有說服力的鑒定專家。
真正的收藏是一門藝術、一種文化時

尚，體現的是一種個人修養，折射的是一種
人生品位，詮釋的是一種價值取向，不應簡
簡單單地視之為一種基於物質慾望和功利主
義的經營性行為，否則未免失之庸俗、流於
平庸。奉勸那些初出茅廬的藏友：多一點理
性思維，終有笑傲群芳的日子；多一些冷靜
分析，總有斬獲成功的時刻；多一點情操自
律，成就青出於藍的生命。作為同道者，筆
者由衷希望並誠摯祝願他們在收藏的道路上
一帆風順心想事成！

附：筆者所藏日本前首相犬養毅書法作
品三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