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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熊远帆

“七雄”崛起
分抢古玩交易“蛋糕”

8月6日，星期六，本应是古玩市场最热
闹的日子。 上午10时许，从广东佛山过来的
收藏爱好者邹先生， 兴冲冲地来到长沙清
水塘古玩市场“淘宝”。 令他惊讶的是，原本
古色古香的一条古玩街，不少已被拆除，剩
下的几家也没有开门营业。 邹先生很奇怪，
半年前他还来过这里，市场蛮红火，东西也
比较多，可眨眼间为何会变得如此萧条？

其实，自今年3月长沙市博物馆因西面
围墙改造需动迁清水塘古玩市场消息传出
后，长沙古玩市场就酝酿着变局。 营运15年
之久并在全国小有名气的清水塘古玩市场
部分须搬迁，50多家经营户自然引起了其
他古玩城的争夺。 几个月里， 长沙一下子
“冒”出了4个古玩市场。

3月，位于天心阁东面的天心古玩城开始
招商， 并宣称将着重接纳清水塘古玩市场的
搬迁户。 该古玩城的投资商———长沙城建投
公司针对清水塘古玩市场搬迁户， 举行了几
次专门会议，争取骨干经营户入驻。

4月底， 一家由温州商人投资的古玩
城———位于韭菜园的大麓古玩城开张营
业。 在清水塘古玩市场搬迁期间，该古玩城
的招商人员也多次到清水塘古玩市场，“游
说”经营户。

6月，位于河西溁湾镇的一家服装城转
型为长沙古玩城， 意欲接纳清水塘古玩市
场的搬迁户。 开发商向他们承诺了颇为优
厚的条件。

新的竞争者还在加入。
7月， 在还未营业的天心阁古玩城对

面， 经营多年的和园茶府， 开始大规模改
造。 以白沙古玩城名义的招商，已在热火朝
天进行中。

加上原有的湖南古玩城、 清水塘古玩
市场（未拆部分）和湖湘文化艺术品市场，
长沙即将拥有7个古玩市场。 业内人士认
为，“七雄” 崛起， 将把长沙古玩市场引入
“战国时代”。

各逞其能
图谋称霸收藏市场

湖南古玩城和大麓珍宝古玩城， 都坐
落在规划中的韭菜园古玩街上。

湖南古玩城，由湖南省文物总店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古
玩城，其特点是经营稳定，管理较为规范。
依托省文物总店，经营户信誉较好，装修安
防等条件过硬，古玩档次较高。

在湖南古玩城南面，于4月底开门纳客
的大麓珍宝古玩城，由温州商人投资，内外
装修豪华大气，单位租金较高，每平方米在
140至200元左右。 目前，除一楼还有门面可
租外，其他楼层已基本出租。 记者发现，一
楼多为玉石珠宝、 瓷器等现代工艺品，二
楼、三楼才是名副其实的古玩市场。 记者在
三楼探访到， 开张不足3个月，“炒门面”者
转让一个门面可获利8万元。

湖南省收藏协会秘书长林安国比较看
好这两家古玩城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芙蓉
区政府已确定将韭菜园路打造成古玩街，

这种聚集效应， 对两家古玩城的发展很有
好处。 另外其定位也相对高端。

据了解，规划中的韭菜园古玩街，整条
道路将设计成以青灰色、 棕红色作为主色
调，并加入质朴石坊、精致木格、中式挂落
等中国元素。

7月份湖南省收藏协会已经搬迁至韭菜
园古玩街。 林安国介绍今后这条街将逐步完
善功能，集古玩商店、艺术品市场、拍卖行、
鉴定中心、 跳蚤市场于一体， 具备展示、交
易、拍卖、鉴定、修复与保护等多种功能。

记者在位于天心阁东面的天心古玩城
看到，古玩城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铺面已基
本出租，预计在9月营业。 该古玩城周末的
跳蚤市场（地摊）早已营业，清水塘古玩市
场的300多位地摊经营户多数已搬迁至此，
经营藏品包括玉器、瓷器、钱币等，还有小
人书、邮票等特色收藏。 “地摊经营的古玩
和藏品，价位相对较低，比较适合刚入门的
藏友。 ”林安国说。

天心古玩城对面的白沙古玩城， 显然
是在追随着天心古玩城的步伐起舞。 这家
由茶馆改造的古玩城，正在进行外墙装修。
老板罗备介绍，古玩
城分上下两层，共70
个门面，现在已全部
出租，其月租金在每
平方米120至140元之
间。 进驻的古玩商来
自西安 、上海 、深圳
等13个城市。 罗备告
诉记者 ， “这将是长
沙唯一一家全部以
老货 （纯古玩 ）交易
为内容的古玩城，没
有现代工艺品。 ”

位 于长 沙市 北
面的湖湘文化艺术
品市场，是一家老古
玩市场。 记者在这里
看到， 生意冷清，开
门营业的店家并不

多。 林安国认为，湖湘文化艺术品市场实际
是一个专业化的市场， 能生存下来有其不
可替代性。 这里经营的大多是石雕、木雕等
大件的古玩。 很多外地专项收藏的业内人
士都知道这个市场。 而据记者了解，这里的
货车可以全天自由进入拉货， 便于经营大
件古玩， 并且租金便宜， 开店者多为外地
人，能楼下开店，楼上居住。

即将于本月下旬开业的长沙古玩城，
是河西唯一一家古玩城。 为争抢经营户，开
发商开出了诱人的优惠措施： 第一年免租
金，第二年月租50元/每平方米。 清水塘古
玩市场搬迁户中有40家已被吸引至此，包
括“悟源堂”、“永昌瓷号”等在清水塘古玩
市场创办初期的老字号。

在清水塘古玩市场中颇具号召力的古
玩商周徐州告诉记者，长沙古玩城有110个
铺面，基本已定租。 古玩城正在进行内部装
修。 相比河东的古玩市场，这家古玩城停车
方便，不但有宽广的广场，还有足够的地下
停车场，长沙干道禁停后，这个古玩城很有
优势。

已搬迁走了45家门面的清水塘古玩市

场，无疑是一种尴尬的存在。 记者采访的几
家店铺， 无不流露出对前景的迷茫：“搬迁
对市场人气伤害很大。 ”一些店铺的经营者
已经萌生去意， 还有些经营者则表示，“再
等等看。 ”

逐鹿星城
试看谁能“玩”到最后

古玩市场群雄并起。 长沙，能否容纳下
7家古玩城？

周徐州认为，有需求，才有市场。 7个市
场能不能都撑得下去，则取决于市场规律。
适应市场的，就自然能生存下去。

长沙古玩市场“败走麦城”并非没有先
例。 位于长沙坡子街的“湘韵阁”古玩市场，
2005年热热闹闹开张，不到两年就“玩”不
下去了，只得转向经营。

周徐州认为，相对于其他商品的经营，
古玩商首先看重的是市场的稳定。 稳定的
前提是要求租约的长久性。 “当时选中清水
塘古玩市场， 就是看重其是长沙市博物馆
出租的门面，较为稳定，不至于搞几年就要

转向；如果合同期太短，经营就有很大的不
确定性。 ”周徐州笑着说，没想到清水塘古
玩市场也只能搞15年。

周徐州率领清水塘商家进驻长沙古玩
城时， 与开发商签下了一个经营内容不变
的承诺。 “重要的是开发商就是古玩城物业
的所有者，他可以掌控市场的经营方向。 做
古玩收藏很需要市场稳定， 且不说培育一
个品牌市场的成本；就单个商户来说，每搬
一次家就得重新装修一次， 再算上或多或
少损坏或遗失的藏品， 也是一笔不小的损
失。 ”周徐州说。

其次，古玩商考虑的是经营氛围。 扎堆
效应则是推动古玩商从分散的各个收藏市
场聚集到一起的潜在力量。

从家装行业进入古玩市场的马民华，
从3月份以来，就开始关注长沙这些新兴的
古玩市场。 在观察一圈之后，他在大麓古玩
城和长沙古玩城各开了一家店。

“大麓古玩城毕竟在政府所规划的古
玩街上，加上湖南古玩城，已经形成了一定
气候。 而长沙古玩城内可以说聚集了清水
塘古玩市场初创时的许多精英， 我对这个
市场也很看好，所以同时开设了两家店。 ”
马民华说。

据记者了解， 由于几个新古玩市场出
现， 不少古玩商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
里”，在多家古玩市场同时开店。

对此，中南大学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教授柏定国认为，古玩市场就应该讲求聚拢
效应。 清水塘古玩市场紧邻长沙市博物馆，
北有省展览馆和省博物馆，其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容易形成聚集效应。 如果能将韭菜园
的古玩街和仅一路之隔的清水塘古玩街作
为整体来打造，藏家们完全可以活跃于两大
市场，以形成聚合效应和规模效应。

林安国认为，市场太分散，政府监管和
行业规范都难以到位， 导致假货、 赝品泛
滥。 长沙古玩市场比起北京、上海等地，多
少显得不够高端。 一些古玩商抱着 “捞一
把”的想法，骗到一单是一单，而没有把收
藏当作一个文化的体验过程， 收藏者没有
相应的文化积累，怀着“拣便宜”的心态，市
场显得很初级。

对于多家古玩市场并立的状况， 林安
国认为，除了市场要合作“抱团”发展之外，
也应找到自身独特的定位，实施错位竞争，
做好专业市场， 做到 “人无我有， 人有我
优”。

孙振华

作为二线城市， 长沙一下子冒
出这么多古玩交易市场， 令人始料
不及； 其生命力究竟如何， 也实在
难以预料。

乱世黄金， 盛世收藏。 古玩除
了用来收藏把玩外， 更多是将其作
为一种投资品 。 随着财富的增长 ，
藏品将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收藏队
伍将不断扩大， 古玩交易将日趋活
跃， 一个城市也需要成熟的古玩藏
品交易平台，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古玩毕竟不是生活必需品 ，
古玩市场自然也不是集贸市场， 市
场容量终究有限。 古玩市场要生存
发展， 还得靠交易支撑。 长沙并非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古玩区域交易中
心， 湖南也并非古玩藏品特别丰富
的省份， 有能力买卖古玩的也远不
及一线大城市。 长沙能否容纳得下7
个古玩市场， 最终得靠市场给出答
案。

古玩市场不在多， 而在精。 作
为13朝古都， 西安大小古玩交易市
场也就是七八家。 古玩市场讲究集
聚与扎堆效应。 与长沙古玩交易市
场零散分布不同， 北京、 上海都有
稳定的古玩商聚集片区， 便于藏家
淘宝。 北京潘家园、 琉璃厂就是最
好的例证， 淘宝去北京的， 少有不
去潘家园与琉璃厂的。 这两个古玩
市场已成为北京甚至全国古玩市场
的 “名片”。

打造精品古玩市场， 市场投资
方与管理方应有品牌意识， 要爱惜
市场声誉， 不能将商铺租出就万事
大吉。 藏品特色加诚信服务就是品
牌。 市场越规范、 成熟， 品牌越会
显现出强大的吸引力。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郑州等地， 都已形成
自己的品牌收藏品市场， 独特的经
营氛围与经营理念， 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络绎不绝的淘宝者。

打造精品古玩市场， 要走专业
化路子。 古玩交易兴旺的城市， 除
少数综合性大市场外， 大多走的专
业化路子， 有效避免了同质化恶性
竞争。

古玩市场无论是要形成 “扎
堆”、 “集群” 效应， 还是要创建品
牌 、 走专业化之路 ， 除市场这只
“无形之手” 的拉动外， 还得靠政府
的规划、 引导与扶持。 古玩交易市
场， 期待规范有序发展。

清水塘古玩市场、湖南古玩城、湖湘文化艺术品市场，除了这3个原有的古玩市场，长沙又
有4个古玩市场最近开张或即将开业：大麓珍宝古玩城刚开张不久，天心古玩城、长沙古玩城正
在紧锣密鼓筹备开业，白沙古玩城也在快马加鞭装修中———

进入“战国时代”

短评

呼唤精品
古玩市场

位于长
沙市岳麓区
溁湾镇的长
沙古玩城。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本报记者 熊远帆

“七雄”崛起
分抢古玩交易“蛋糕”

8月6日，星期六，本应是古玩市场最热
闹的日子。 上午10时许，从广东佛山过来的
收藏爱好者邹先生， 兴冲冲地来到长沙清
水塘古玩市场“淘宝”。 令他惊讶的是，原本
古色古香的一条古玩街，不少已被拆除，剩
下的几家也没有开门营业。 邹先生很奇怪，
半年前他还来过这里，市场蛮红火，东西也
比较多，可眨眼间为何会变得如此萧条？

其实，自今年3月长沙市博物馆因西面
围墙改造需动迁清水塘古玩市场消息传出
后，长沙古玩市场就酝酿着变局。 营运15年
之久并在全国小有名气的清水塘古玩市场
部分须搬迁，50多家经营户自然引起了其
他古玩城的争夺。 几个月里， 长沙一下子
“冒”出了4个古玩市场。

3月，位于天心阁东面的天心古玩城开始
招商， 并宣称将着重接纳清水塘古玩市场的
搬迁户。 该古玩城的投资商———长沙城建投
公司针对清水塘古玩市场搬迁户， 举行了几
次专门会议，争取骨干经营户入驻。

4月底， 一家由温州商人投资的古玩
城———位于韭菜园的大麓古玩城开张营
业。 在清水塘古玩市场搬迁期间，该古玩城
的招商人员也多次到清水塘古玩市场，“游
说”经营户。

6月，位于河西溁湾镇的一家服装城转
型为长沙古玩城， 意欲接纳清水塘古玩市
场的搬迁户。 开发商向他们承诺了颇为优
厚的条件。

新的竞争者还在加入。
7月， 在还未营业的天心阁古玩城对

面， 经营多年的和园茶府， 开始大规模改
造。 以白沙古玩城名义的招商，已在热火朝
天进行中。

加上原有的湖南古玩城、 清水塘古玩
市场（未拆部分）和湖湘文化艺术品市场，
长沙即将拥有7个古玩市场。 业内人士认
为，“七雄” 崛起， 将把长沙古玩市场引入
“战国时代”。

各逞其能
图谋称霸收藏市场

湖南古玩城和大麓珍宝古玩城， 都坐
落在规划中的韭菜园古玩街上。

湖南古玩城，由湖南省文物总店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古
玩城，其特点是经营稳定，管理较为规范。
依托省文物总店，经营户信誉较好，装修安
防等条件过硬，古玩档次较高。

在湖南古玩城南面，于4月底开门纳客
的大麓珍宝古玩城，由温州商人投资，内外
装修豪华大气，单位租金较高，每平方米在
140至200元左右。 目前，除一楼还有门面可
租外，其他楼层已基本出租。 记者发现，一
楼多为玉石珠宝、 瓷器等现代工艺品，二
楼、三楼才是名副其实的古玩市场。 记者在
三楼探访到， 开张不足3个月，“炒门面”者
转让一个门面可获利8万元。

湖南省收藏协会秘书长林安国比较看
好这两家古玩城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芙蓉
区政府已确定将韭菜园路打造成古玩街，

这种聚集效应， 对两家古玩城的发展很有
好处。 另外其定位也相对高端。

据了解，规划中的韭菜园古玩街，整条
道路将设计成以青灰色、 棕红色作为主色
调，并加入质朴石坊、精致木格、中式挂落
等中国元素。

7月份湖南省收藏协会已经搬迁至韭菜
园古玩街。 林安国介绍今后这条街将逐步完
善功能，集古玩商店、艺术品市场、拍卖行、
鉴定中心、 跳蚤市场于一体， 具备展示、交
易、拍卖、鉴定、修复与保护等多种功能。

记者在位于天心阁东面的天心古玩城
看到，古玩城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铺面已基
本出租，预计在9月营业。 该古玩城周末的
跳蚤市场（地摊）早已营业，清水塘古玩市
场的300多位地摊经营户多数已搬迁至此，
经营藏品包括玉器、瓷器、钱币等，还有小
人书、邮票等特色收藏。 “地摊经营的古玩
和藏品，价位相对较低，比较适合刚入门的
藏友。 ”林安国说。

天心古玩城对面的白沙古玩城， 显然
是在追随着天心古玩城的步伐起舞。 这家
由茶馆改造的古玩城，正在进行外墙装修。
老板罗备介绍，古玩
城分上下两层，共70
个门面，现在已全部
出租，其月租金在每
平方米120至140元之
间。 进驻的古玩商来
自西安 、上海 、深圳
等13个城市。 罗备告
诉记者 ， “这将是长
沙唯一一家全部以
老货 （纯古玩 ）交易
为内容的古玩城，没
有现代工艺品。 ”

位 于长 沙市 北
面的湖湘文化艺术
品市场，是一家老古
玩市场。 记者在这里
看到， 生意冷清，开
门营业的店家并不

多。 林安国认为，湖湘文化艺术品市场实际
是一个专业化的市场， 能生存下来有其不
可替代性。 这里经营的大多是石雕、木雕等
大件的古玩。 很多外地专项收藏的业内人
士都知道这个市场。 而据记者了解，这里的
货车可以全天自由进入拉货， 便于经营大
件古玩， 并且租金便宜， 开店者多为外地
人，能楼下开店，楼上居住。

即将于本月下旬开业的长沙古玩城，
是河西唯一一家古玩城。 为争抢经营户，开
发商开出了诱人的优惠措施： 第一年免租
金，第二年月租50元/每平方米。 清水塘古
玩市场搬迁户中有40家已被吸引至此，包
括“悟源堂”、“永昌瓷号”等在清水塘古玩
市场创办初期的老字号。

在清水塘古玩市场中颇具号召力的古
玩商周徐州告诉记者，长沙古玩城有110个
铺面，基本已定租。 古玩城正在进行内部装
修。 相比河东的古玩市场，这家古玩城停车
方便，不但有宽广的广场，还有足够的地下
停车场，长沙干道禁停后，这个古玩城很有
优势。

已搬迁走了45家门面的清水塘古玩市

场，无疑是一种尴尬的存在。 记者采访的几
家店铺， 无不流露出对前景的迷茫：“搬迁
对市场人气伤害很大。 ”一些店铺的经营者
已经萌生去意， 还有些经营者则表示，“再
等等看。 ”

逐鹿星城
试看谁能“玩”到最后

古玩市场群雄并起。 长沙，能否容纳下
7家古玩城？

周徐州认为，有需求，才有市场。 7个市
场能不能都撑得下去，则取决于市场规律。
适应市场的，就自然能生存下去。

长沙古玩市场“败走麦城”并非没有先
例。 位于长沙坡子街的“湘韵阁”古玩市场，
2005年热热闹闹开张，不到两年就“玩”不
下去了，只得转向经营。

周徐州认为，相对于其他商品的经营，
古玩商首先看重的是市场的稳定。 稳定的
前提是要求租约的长久性。 “当时选中清水
塘古玩市场， 就是看重其是长沙市博物馆
出租的门面，较为稳定，不至于搞几年就要

转向；如果合同期太短，经营就有很大的不
确定性。 ”周徐州笑着说，没想到清水塘古
玩市场也只能搞15年。

周徐州率领清水塘商家进驻长沙古玩
城时， 与开发商签下了一个经营内容不变
的承诺。 “重要的是开发商就是古玩城物业
的所有者，他可以掌控市场的经营方向。 做
古玩收藏很需要市场稳定， 且不说培育一
个品牌市场的成本；就单个商户来说，每搬
一次家就得重新装修一次， 再算上或多或
少损坏或遗失的藏品， 也是一笔不小的损
失。 ”周徐州说。

其次，古玩商考虑的是经营氛围。 扎堆
效应则是推动古玩商从分散的各个收藏市
场聚集到一起的潜在力量。

从家装行业进入古玩市场的马民华，
从3月份以来，就开始关注长沙这些新兴的
古玩市场。 在观察一圈之后，他在大麓古玩
城和长沙古玩城各开了一家店。

“大麓古玩城毕竟在政府所规划的古
玩街上，加上湖南古玩城，已经形成了一定
气候。 而长沙古玩城内可以说聚集了清水
塘古玩市场初创时的许多精英， 我对这个
市场也很看好，所以同时开设了两家店。 ”
马民华说。

据记者了解， 由于几个新古玩市场出
现， 不少古玩商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
里”，在多家古玩市场同时开店。

对此，中南大学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教授柏定国认为，古玩市场就应该讲求聚拢
效应。 清水塘古玩市场紧邻长沙市博物馆，
北有省展览馆和省博物馆，其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容易形成聚集效应。 如果能将韭菜园
的古玩街和仅一路之隔的清水塘古玩街作
为整体来打造，藏家们完全可以活跃于两大
市场，以形成聚合效应和规模效应。

林安国认为，市场太分散，政府监管和
行业规范都难以到位， 导致假货、 赝品泛
滥。 长沙古玩市场比起北京、上海等地，多
少显得不够高端。 一些古玩商抱着 “捞一
把”的想法，骗到一单是一单，而没有把收
藏当作一个文化的体验过程， 收藏者没有
相应的文化积累，怀着“拣便宜”的心态，市
场显得很初级。

对于多家古玩市场并立的状况， 林安
国认为，除了市场要合作“抱团”发展之外，
也应找到自身独特的定位，实施错位竞争，
做好专业市场， 做到 “人无我有， 人有我
优”。

本报记者 熊远帆

“七雄”崛起
分抢古玩交易“蛋糕”

8月6日，星期六，本应是古玩市场最热
闹的日子。 上午10时许，从广东佛山过来的
收藏爱好者邹先生， 兴冲冲地来到长沙清
水塘古玩市场“淘宝”。 令他惊讶的是，原本
古色古香的一条古玩街，不少已被拆除，剩
下的几家也没有开门营业。 邹先生很奇怪，
半年前他还来过这里，市场蛮红火，东西也
比较多，可眨眼间为何会变得如此萧条？

其实，自今年3月长沙市博物馆因西面
围墙改造需动迁清水塘古玩市场消息传出
后，长沙古玩市场就酝酿着变局。 营运15年
之久并在全国小有名气的清水塘古玩市场
部分须搬迁，50多家经营户自然引起了其
他古玩城的争夺。 几个月里， 长沙一下子
“冒”出了4个古玩市场。

3月，位于天心阁东面的天心古玩城开始
招商， 并宣称将着重接纳清水塘古玩市场的
搬迁户。 该古玩城的投资商———长沙城建投
公司针对清水塘古玩市场搬迁户， 举行了几
次专门会议，争取骨干经营户入驻。

4月底， 一家由温州商人投资的古玩
城———位于韭菜园的大麓古玩城开张营
业。 在清水塘古玩市场搬迁期间，该古玩城
的招商人员也多次到清水塘古玩市场，“游
说”经营户。

6月，位于河西溁湾镇的一家服装城转
型为长沙古玩城， 意欲接纳清水塘古玩市
场的搬迁户。 开发商向他们承诺了颇为优
厚的条件。

新的竞争者还在加入。
7月， 在还未营业的天心阁古玩城对

面， 经营多年的和园茶府， 开始大规模改
造。 以白沙古玩城名义的招商，已在热火朝
天进行中。

加上原有的湖南古玩城、 清水塘古玩
市场（未拆部分）和湖湘文化艺术品市场，
长沙即将拥有7个古玩市场。 业内人士认
为，“七雄” 崛起， 将把长沙古玩市场引入
“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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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古玩城和大麓珍宝古玩城， 都坐
落在规划中的韭菜园古玩街上。

湖南古玩城，由湖南省文物总店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古
玩城，其特点是经营稳定，管理较为规范。
依托省文物总店，经营户信誉较好，装修安
防等条件过硬，古玩档次较高。

在湖南古玩城南面，于4月底开门纳客
的大麓珍宝古玩城，由温州商人投资，内外
装修豪华大气，单位租金较高，每平方米在
140至200元左右。 目前，除一楼还有门面可
租外，其他楼层已基本出租。 记者发现，一
楼多为玉石珠宝、 瓷器等现代工艺品，二
楼、三楼才是名副其实的古玩市场。 记者在
三楼探访到， 开张不足3个月，“炒门面”者
转让一个门面可获利8万元。

湖南省收藏协会秘书长林安国比较看
好这两家古玩城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芙蓉
区政府已确定将韭菜园路打造成古玩街，

这种聚集效应， 对两家古玩城的发展很有
好处。 另外其定位也相对高端。

据了解，规划中的韭菜园古玩街，整条
道路将设计成以青灰色、 棕红色作为主色
调，并加入质朴石坊、精致木格、中式挂落
等中国元素。

7月份湖南省收藏协会已经搬迁至韭菜
园古玩街。 林安国介绍今后这条街将逐步完
善功能，集古玩商店、艺术品市场、拍卖行、
鉴定中心、 跳蚤市场于一体， 具备展示、交
易、拍卖、鉴定、修复与保护等多种功能。

记者在位于天心阁东面的天心古玩城
看到，古玩城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铺面已基
本出租，预计在9月营业。 该古玩城周末的
跳蚤市场（地摊）早已营业，清水塘古玩市
场的300多位地摊经营户多数已搬迁至此，
经营藏品包括玉器、瓷器、钱币等，还有小
人书、邮票等特色收藏。 “地摊经营的古玩
和藏品，价位相对较低，比较适合刚入门的
藏友。 ”林安国说。

天心古玩城对面的白沙古玩城， 显然
是在追随着天心古玩城的步伐起舞。 这家
由茶馆改造的古玩城，正在进行外墙装修。
老板罗备介绍，古玩
城分上下两层，共70
个门面，现在已全部
出租，其月租金在每
平方米120至140元之
间。 进驻的古玩商来
自西安 、上海 、深圳
等13个城市。 罗备告
诉记者 ， “这将是长
沙唯一一家全部以
老货 （纯古玩 ）交易
为内容的古玩城，没
有现代工艺品。 ”

位 于长 沙市 北
面的湖湘文化艺术
品市场，是一家老古
玩市场。 记者在这里
看到， 生意冷清，开
门营业的店家并不

多。 林安国认为，湖湘文化艺术品市场实际
是一个专业化的市场， 能生存下来有其不
可替代性。 这里经营的大多是石雕、木雕等
大件的古玩。 很多外地专项收藏的业内人
士都知道这个市场。 而据记者了解，这里的
货车可以全天自由进入拉货， 便于经营大
件古玩， 并且租金便宜， 开店者多为外地
人，能楼下开店，楼上居住。

即将于本月下旬开业的长沙古玩城，
是河西唯一一家古玩城。 为争抢经营户，开
发商开出了诱人的优惠措施： 第一年免租
金，第二年月租50元/每平方米。 清水塘古
玩市场搬迁户中有40家已被吸引至此，包
括“悟源堂”、“永昌瓷号”等在清水塘古玩
市场创办初期的老字号。

在清水塘古玩市场中颇具号召力的古
玩商周徐州告诉记者，长沙古玩城有110个
铺面，基本已定租。 古玩城正在进行内部装
修。 相比河东的古玩市场，这家古玩城停车
方便，不但有宽广的广场，还有足够的地下
停车场，长沙干道禁停后，这个古玩城很有
优势。

已搬迁走了45家门面的清水塘古玩市

场，无疑是一种尴尬的存在。 记者采访的几
家店铺， 无不流露出对前景的迷茫：“搬迁
对市场人气伤害很大。 ”一些店铺的经营者
已经萌生去意， 还有些经营者则表示，“再
等等看。 ”

逐鹿星城
试看谁能“玩”到最后

古玩市场群雄并起。 长沙，能否容纳下
7家古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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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家就得重新装修一次， 再算上或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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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周徐州说。

其次，古玩商考虑的是经营氛围。 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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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 由于几个新古玩市场出
现， 不少古玩商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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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以形成聚合效应和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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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规范都难以到位， 导致假货、 赝品泛
滥。 长沙古玩市场比起北京、上海等地，多
少显得不够高端。 一些古玩商抱着 “捞一
把”的想法，骗到一单是一单，而没有把收
藏当作一个文化的体验过程， 收藏者没有
相应的文化积累，怀着“拣便宜”的心态，市
场显得很初级。

对于多家古玩市场并立的状况， 林安
国认为，除了市场要合作“抱团”发展之外，
也应找到自身独特的定位，实施错位竞争，
做好专业市场， 做到 “人无我有， 人有我
优”。

本报记者 熊远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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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他还来过这里，市场蛮红火，东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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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并宣称将着重接纳清水塘古玩市场的
搬迁户。 该古玩城的投资商———长沙城建投
公司针对清水塘古玩市场搬迁户， 举行了几
次专门会议，争取骨干经营户入驻。

4月底， 一家由温州商人投资的古玩
城———位于韭菜园的大麓古玩城开张营
业。 在清水塘古玩市场搬迁期间，该古玩城
的招商人员也多次到清水塘古玩市场，“游
说”经营户。

6月，位于河西溁湾镇的一家服装城转
型为长沙古玩城， 意欲接纳清水塘古玩市
场的搬迁户。 开发商向他们承诺了颇为优
厚的条件。

新的竞争者还在加入。
7月， 在还未营业的天心阁古玩城对

面， 经营多年的和园茶府， 开始大规模改
造。 以白沙古玩城名义的招商，已在热火朝
天进行中。

加上原有的湖南古玩城、 清水塘古玩
市场（未拆部分）和湖湘文化艺术品市场，
长沙即将拥有7个古玩市场。 业内人士认
为，“七雄” 崛起， 将把长沙古玩市场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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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规划中的韭菜园古玩街上。

湖南古玩城，由湖南省文物总店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古
玩城，其特点是经营稳定，管理较为规范。
依托省文物总店，经营户信誉较好，装修安
防等条件过硬，古玩档次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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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麓珍宝古玩城，由温州商人投资，内外
装修豪华大气，单位租金较高，每平方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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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外，其他楼层已基本出租。 记者发现，一
楼多为玉石珠宝、 瓷器等现代工艺品，二
楼、三楼才是名副其实的古玩市场。 记者在
三楼探访到， 开张不足3个月，“炒门面”者
转让一个门面可获利8万元。

湖南省收藏协会秘书长林安国比较看
好这两家古玩城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芙蓉
区政府已确定将韭菜园路打造成古玩街，

这种聚集效应， 对两家古玩城的发展很有
好处。 另外其定位也相对高端。

据了解，规划中的韭菜园古玩街，整条
道路将设计成以青灰色、 棕红色作为主色
调，并加入质朴石坊、精致木格、中式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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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追随着天心古玩城的步伐起舞。 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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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林安国认为，湖湘文化艺术品市场实际
是一个专业化的市场， 能生存下来有其不
可替代性。 这里经营的大多是石雕、木雕等
大件的古玩。 很多外地专项收藏的业内人
士都知道这个市场。 而据记者了解，这里的
货车可以全天自由进入拉货， 便于经营大
件古玩， 并且租金便宜， 开店者多为外地
人，能楼下开店，楼上居住。

即将于本月下旬开业的长沙古玩城，
是河西唯一一家古玩城。 为争抢经营户，开
发商开出了诱人的优惠措施： 第一年免租
金，第二年月租50元/每平方米。 清水塘古
玩市场搬迁户中有40家已被吸引至此，包
括“悟源堂”、“永昌瓷号”等在清水塘古玩
市场创办初期的老字号。

在清水塘古玩市场中颇具号召力的古
玩商周徐州告诉记者，长沙古玩城有110个
铺面，基本已定租。 古玩城正在进行内部装
修。 相比河东的古玩市场，这家古玩城停车
方便，不但有宽广的广场，还有足够的地下
停车场，长沙干道禁停后，这个古玩城很有
优势。

已搬迁走了45家门面的清水塘古玩市

场，无疑是一种尴尬的存在。 记者采访的几
家店铺， 无不流露出对前景的迷茫：“搬迁
对市场人气伤害很大。 ”一些店铺的经营者
已经萌生去意， 还有些经营者则表示，“再
等等看。 ”

逐鹿星城
试看谁能“玩”到最后

古玩市场群雄并起。 长沙，能否容纳下
7家古玩城？

周徐州认为，有需求，才有市场。 7个市
场能不能都撑得下去，则取决于市场规律。
适应市场的，就自然能生存下去。

长沙古玩市场“败走麦城”并非没有先
例。 位于长沙坡子街的“湘韵阁”古玩市场，
2005年热热闹闹开张，不到两年就“玩”不
下去了，只得转向经营。

周徐州认为，相对于其他商品的经营，
古玩商首先看重的是市场的稳定。 稳定的
前提是要求租约的长久性。 “当时选中清水
塘古玩市场， 就是看重其是长沙市博物馆
出租的门面，较为稳定，不至于搞几年就要

转向；如果合同期太短，经营就有很大的不
确定性。 ”周徐州笑着说，没想到清水塘古
玩市场也只能搞15年。

周徐州率领清水塘商家进驻长沙古玩
城时， 与开发商签下了一个经营内容不变
的承诺。 “重要的是开发商就是古玩城物业
的所有者，他可以掌控市场的经营方向。 做
古玩收藏很需要市场稳定， 且不说培育一
个品牌市场的成本；就单个商户来说，每搬
一次家就得重新装修一次， 再算上或多或
少损坏或遗失的藏品， 也是一笔不小的损
失。 ”周徐州说。

其次，古玩商考虑的是经营氛围。 扎堆
效应则是推动古玩商从分散的各个收藏市
场聚集到一起的潜在力量。

从家装行业进入古玩市场的马民华，
从3月份以来，就开始关注长沙这些新兴的
古玩市场。 在观察一圈之后，他在大麓古玩
城和长沙古玩城各开了一家店。

“大麓古玩城毕竟在政府所规划的古
玩街上，加上湖南古玩城，已经形成了一定
气候。 而长沙古玩城内可以说聚集了清水
塘古玩市场初创时的许多精英， 我对这个
市场也很看好，所以同时开设了两家店。 ”
马民华说。

据记者了解， 由于几个新古玩市场出
现， 不少古玩商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
里”，在多家古玩市场同时开店。

对此，中南大学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教授柏定国认为，古玩市场就应该讲求聚拢
效应。 清水塘古玩市场紧邻长沙市博物馆，
北有省展览馆和省博物馆，其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容易形成聚集效应。 如果能将韭菜园
的古玩街和仅一路之隔的清水塘古玩街作
为整体来打造，藏家们完全可以活跃于两大
市场，以形成聚合效应和规模效应。

林安国认为，市场太分散，政府监管和
行业规范都难以到位， 导致假货、 赝品泛
滥。 长沙古玩市场比起北京、上海等地，多
少显得不够高端。 一些古玩商抱着 “捞一
把”的想法，骗到一单是一单，而没有把收
藏当作一个文化的体验过程， 收藏者没有
相应的文化积累，怀着“拣便宜”的心态，市
场显得很初级。

对于多家古玩市场并立的状况， 林安
国认为，除了市场要合作“抱团”发展之外，
也应找到自身独特的定位，实施错位竞争，
做好专业市场， 做到 “人无我有， 人有我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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