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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沈敬 何力

10月14日，第20届湖南文物国际博览会（以下
简称“文博会”）在长沙闭幕。本届文博会比往年更加
火爆，总成交额达3.9亿元，比今年上半年举行的第
19届文博会增加了0.4亿元，上涨11%。 其中，价格较
低的普通文物艺术品成交量上升明显，“高大上”的
文物艺术品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

长沙已成为“武林盟主”
“文物古玩武林大会，长沙已经成为‘武林盟

主’！ ”10月13日，带着软糯的台湾口音，台湾玉器
交流协会会员林登国竖着大拇指告诉记者。 多位
国营、民营文物经营单位负责人也向记者表达了
同样的认同。

平台大，规模大，种类齐全，货真价实，人气
旺。 天南地北的文物古玩交易者、收藏家都往长
沙奔，来的人能买到想买的东西，与广大同行结
识并深入交流———自从2012年秋季，林登国第一
次跟随台湾玉器交流协会参加了长沙的湖南文
物国际博览会，每年两届的文博会他一次都没落
下。

“长沙已经成为业内龙头。 只要长沙办文博
会，大家一定要去。 国营文物商店大规模集中参
展的现象也很少见，它们是文物艺术品品质的保
证。 因此，其他城市都会选择避开长沙的办会时
段。”广东省湛江市收藏家协会会长杨耀东说。20

届文博会，他届届都参展。
今年8月1日，湖南省文物总店公布了本届文

博会的开幕时间。“店内见缝插针安排了500个展
位，3天不到就被一抢而空。 ”该店总经理郭学仁
介绍，本届文博会有35家国有文物经营单位、428
家民营文物经营单位参展。 前来参会的参展商、
爱好者等有4万多人次， 比上届文博会增长了
20%。

长沙的吸引力为何如此大？“长沙形成了从
交易到鉴赏的成熟的产业模式。 ”中国艺术品研
究会主席、中国人口基金会古代艺术鉴定专家组
组长郑力铭认为，除了交通发达、文化底蕴深厚、
文物市场潜力大等原因， 长沙的学习氛围浓、长
沙收藏家的鉴赏水平和审美趣味高也是重要原
因，这是全国少见的。

上届文博会， 郑力铭曾担任专业讲座的嘉
宾。 他发现，“男女老幼都来听课。 ”

“北京也有专业讲座，但是太过于‘学术’。 ”
细细观察后，他认为，“长沙的讲座内容专业又实
用，可以直接指导百姓收藏和鉴赏，大大激发了
市场的活力。 ”

上届文博会，郑力铭经营的江苏欣古会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首次参展。 除了柜面交易，公司还
获得了400多万元订单。 本届文博会， 他带来了
276件、总价值4300万元的文物艺术品。

普通文物艺术品交易火爆
“今年人气比往年还要旺，我们都成‘网红’

了！ ”10月12日，上海文物商店展柜前人们火爆抢
购文物艺术品的照片在网络上流传甚广。 人们里
三层外三层将柜台围得水泄不通，手持现金“抢
夺”被售卖的文物艺术品，让该店经理赵婧直呼
“没想到！ ”

赵婧介绍，本届文博会上海文物商店开设了
4个展柜，瓷器、玉器、书画、杂件四大门类都有。
10月12日当天的成交额是50多万元，都是普通的
文物艺术品。 她告诉记者：“不一味追求高额成交
价，货真价实，着眼百姓的兴趣点，服务于民间收
藏，这是国营文物单位的责任与担当。 ”

“从整体情况来看，本届文博会的普通文物
艺术品交易火爆。 消费结构正从满足基本生活需
求的生存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转变，人们对精神
文化生活的需求，使得文物艺术品开始走入百姓
家。 ”湖南省文物总店总经理郭学仁说。

他认为该现象的出现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
近段时间，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
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
见》 和《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
见》，提出引导民间收藏文物保护利用，促进文物
市场活跃有序、健康发展。 这无疑为文物市场注
入了一剂强心针。“本届文博会，我们特意设置了
民间收藏家向国有博物馆捐赠革命文物的环节，
就是为了多方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文物事
业发展。 ”另一方面，文物艺术品的年回报率远远
超过股票和房地产，投资增值率相对稳定，已成
为当下最流行的投资避险工具。

�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龙
文泱 通讯员 杨灼 ）今晚，由长沙市
湘剧保护传承中心、长沙市剧本创作
中心共同创作的现代湘剧《田老大》
在株洲市神农大剧院上演。

该剧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田汉
在湖南组建抗敌宣传队，与湘剧艺人
发生的一系列动人故事。剧作聚焦田
汉改编湘剧老戏《抢伞》为《旅伴》这
一事件，刻画了艺术家、革命者田汉，

一个拥有伟大人格的田老大。 同时，
该剧讴歌了湘剧艺人和湖湘儿女在
民族危亡时刻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该剧的主创团队阵容强大。编剧
钱珏是“文华剧作奖”得主，导演童晓
阳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
华大奖，“田汉”的扮演者是著名湘剧
艺术家曹汝龙， 国家一级演员罗志
勇、著名湘剧艺术家唐伯华、国家一
级演员贺小汉在剧中扮演主要角色。

�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龙
文泱 通讯员 邓芳 沈阿玲）16日，第
六届湖南艺术节全省基层院团展演
暨第五届欧阳予倩艺术节在浏阳开
幕。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等主办，
主题为“艺术的盛会 人民的节日”。
展演期间，来自全省的19个院团将带
来18个精品剧目。 它们题材广泛，有
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邻里关系、孝
亲敬老等现实主题，也有晚清“字圣”
黄自元、“胡子将军” 王震等历史题

材，充分展示了近年来我省舞台艺术
创作的新成果。 长沙市浏阳永红艺术
团创作演出的花鼓戏《胡子将军》在
开幕式上演出。 该剧取材于新中国成
立后王震第一次回乡探亲的真实故
事。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通过网络全
程现场直播；实行演艺惠民，市民可
以通过手机订票选座 ，“一元看大
戏”。 同时，举办“平凡世界 记录美
好”全民手机摄影大赛，鼓励市民用
手机记录艺术之美。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易
禹琳） 今晚，“德国媒体湖湘文化行”
大型采访活动在长沙正式启动。 接下
来的5天时间里， 来自德国媒体的资
深记者将走进长沙、常德、张家界等
地，深度感受和挖掘报道湖湘文化的
神奇魅力。

本次采访活动由省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
公室主办，中国新闻社湖南分社承
办， 吸引了来自德国广播协会、德
国电视二台、 德国世界报、 法兰克
福汇报、德国BZ传播公司等10家德
国媒体的12名记者参与考察报道。
在湘期间，他们将观摩中国四大名
绣之一的湘绣制作，追寻湖南茶叶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足迹，与“杂

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展开对话，了
解湖南广电的节目创新体系及节目
的制作故事， 欣赏醴陵釉下五彩瓷
精品， 采访创多项世界纪录的张家
界大峡谷玻璃桥， 并关注当地的旅
游扶贫现状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流媒体
聚焦湖南系列采访活动，自2015年
以来已经成功举办4届， 成为我省
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的
品牌外宣活动。 今年德国主流媒体
来湘采访， 既是这一品牌活动的深
入开展，也是为即将于10月29日至
11月1日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
伦州杜赛尔多夫市举行的“文化中
国—湖南文化走进德国” 活动进行
预热。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李
治）值《国歌法》颁布实施一周年、田汉
诞辰120周年之际，“2018田汉戏剧
周” 活动今天在国歌词作者田汉的家
乡长沙县开幕。

此次戏剧周由中国田汉研究会主
办，中国田汉研究会戏剧委员会、长沙
县文广局、长沙县文联共同承办，今天
起将一直持续至22日， 每晚安排一场
精彩演出，主要以武生、武丑、武花脸、
武旦、刀马旦、彩旦为主的优秀戏曲折
子戏演出，涵盖的戏剧内容丰富多彩。

此次活动得到了戏曲专家们的高
度赞赏和积极支持， 京剧表演艺术家
杨少春、王玉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
李二娥， 山西北路梆子表演艺术家杨
仲义，昆剧表演艺术家张富光，京剧艺
术家段大雄等将亲临田汉戏剧周，对
中青年演员们的表演予以现场点评。
22日晚上将举行揭榜晚会， 届时，武
生、武丑、武花脸、武旦、刀马旦、彩旦
各行当的状元将分别揭晓。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

湘剧《田老大》讴歌田汉爱国情

全省基层院团展演
暨第五届欧阳予倩艺术节开幕

德国媒体湖湘文化行启动

文化视点
第20届湖南文物国际博览会闭幕———

艺术品开始走入百姓家

“2018田汉戏剧周”举行

� � � � 10月17日晚，长沙县田汉实验剧场，演员表演赣剧《弼马温》。当
天，“2018田汉戏剧周”启幕。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