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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赝品识别四法
根据古玩市场已见的老照片伪品来

分析，目前作伪手段还不算高明。这是因
为老照片近年虽说升值较快，但与书画、

陶瓷、玉器等相比，价位还不算很高，作伪
者还没有花费过多的精力去刻意伪造。因

此，目前古玩市场上的老照片伪品还不难
识别，如常见的《诰命夫人》老照片，就是

作伪者从发表于杂志上的精印作品翻拍
的，并在翻拍照片上方加了一排“曹宅老

夫人百龄留念、光绪××年摄”字款后装入
老式镜框内蒙人的，另有几幅清末女子肖

像（小脚女人）的老照片更是伪品泛滥。常
见的老照片伪品主要有：印刷品做旧：

作伪者将精致的印刷品做旧，放入

镜框中或装成册页出售。这类伪品 多用

明信片来加工，比较容易辨别，用放大镜
仔细观察，就可辨认。

翻拍后再做旧：将原作品和印 刷品
翻拍后再做旧，冒充老照片出售，有些伪

品还特意用旧相纸洗印。照片做旧 方法
有用茶水浸泡、用化学方法调成棕 色以

及采用定影不足等手段来模仿旧照 片的
样色。但具备摄影暗房工艺知识的 人可

以从中看出破绽，真品老照片泛黄，是因
为年代久远，日晒光照的结果，其正反面

为自然泛黄。而伪品的黄色是采用 药水
浸泡和人工涂刷的，有渍斑，不均匀。

用彩色胶片翻拍老照片原作： 翻拍

后再用彩色纸洗印，得出与原作一样的

色调与形态。一些资深作伪者还要将彩
色纸膜揭下，另裱在一张老旧硬卡上冒

充原作出售。用这种方法作伪，如不细
辨，有时会使人上当，辨别方法可看照片

上的旧划痕。老照片上有微小的划痕，在
放大镜下可以看到的深浅不一、方向不

规则的细小划痕、折痕或裂纹。伪品尽管
做旧发黄，但照片上无痕无纹。

用当年的底片重新印制：印制后再进
行做旧处理。此类照片本身技术素质较高，

虽是伪品，其实也具有一定收藏价值，只不
过不是当年原物，在价值上已大打折扣，且

重新印制照片的相纸尽管做旧后，但总留
有痕迹。真正的老照片自然用老相纸，如果

1900年拍摄照片，使用的却是1990年出产
的相纸，那就属于

伪品。（闻波）

一柜子和一辈子

老沙祖上是官宦人家，留下了不

少好东西，虽然几经周折有不少遗失
和破损的，但到老沙这辈家里还是有

不少值钱的物件。别的不说，满堂的
家具件件都是精品。

老沙出生在五十年代，小时候基
本没受过什么苦，整日里丰衣足食，

提笼架鸟，逍遥自在。到他十几岁的
时候，日子 开始不好过了 ，穿 旧衣服

倒没什么，但老沙从
小被 培养起 来的肠

胃受 不住粗 茶淡饭
的折磨，所以他经常

偷偷 地拿家 里的小
玩意儿出去卖，换回一顿大鱼大肉来

解馋。时间长了，小东西逐渐被卖光
了，到了他成长为一家之主的时候，

他开始倒腾大件的家具。卖过几件之

后，老沙开 始摸到其中的 门道，发现
这是个 好营生，于是干脆 辞职，做起

了古旧家具的生意。
不过说实话，老沙真不是块做生

意的料，自小优越的家庭环境让他不

能吃 苦，也不太拿钱当 回事，见点儿

利就走，见钱就卖，特别沉不住气。
九十年代初期，经朋友介绍，老

沙去了趟山西，看一批货。在一个深
宅大 院里，他看 见了满堂 的红木家

具，这种阵势在当年还是很少见的。
但老沙还是见过点世面的，他一点没

慌张，满屋的家具只看上了一对黄花
梨圈椅，凭他多年的经验这对圈椅是

上品，材质、做工都是一流的。卖家开

价 40 00元在当时已经是天价了，但老
沙深信这是件好东西，连价都没还当

时掏钱买下。连夜就往北京赶。
那年头玩古玩的人很少，但不知

道是北京高人云集，还是是金子总会
发光的。就在他到北京拆箱验货的时

候，旁边 一个人一眼看 见，当时就要
老沙开价。8 000，老沙随口说了个价，

那人二话没 说，让老沙就地等他，回

家取钱去了。坐在火车站的老沙有点
得意，一是得意 自己的眼力 ，二是得

意自己的 能力，就地 赚 40 00，这 在当
时可是难得的买卖。老沙开始也有点

犹豫，觉得这东西没准留留还能更值
钱，但看到厚厚 的人民币时 ，老沙又

动心了，一手交 钱一手交货 ，美滋滋
地揣着钱回家了。

5年 之后，老
沙在一 次拍卖会

上看到 了这对圈
椅，当 时以 50万
的价格 被一个香

港人买走。

10年之后，老沙在一本杂志上看
到了这对圈 椅，在香港举办的一场拍

卖会上以 220多万元成交。

再 过几 年 ，它 会是 什 么价 ，老
沙不 敢 想，也不 愿 意 去想 ，古 玩 圈

里有 句 俗话“折 腾 一 辈子 ，不 如 藏
对一 柜子”，老沙 觉得 这简 直是 他

的写照。 （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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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曾经风光一时

的寻呼机渐渐地远离了我们的生活，
也步入了“只藏不 C A L L”的时代。

无线 电寻呼系统是一 种单向传
递信息的移动通信方式，而寻呼机实

际上就是一个信号接收器，它用来接
收由寻呼台发出 的寻呼信号。 1 948
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出世界上第
一台寻呼机，取 名为 B ell B oy。进入

上世纪 70年代后，新技术的使用，为
寻呼机的大规模推广奠定了基础。如

今在其实用意义已经 越来越微弱的
情况下，寻呼机的收藏还是应当引起

我们的重视。

寻呼 机的收藏价值关 键在于三
大因素：一是寻呼机是现代通信发展

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阶段；二是
寻呼机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

种品牌、各种型号的产品体系，收藏它
们，既具有趣味性，又具有一定的难

度；三是与钟表、手机等时尚收藏相
比，寻呼机价格较低、收藏花费不大，

特别是在寻呼机逐渐被淘汰的今天，
许多二手寻呼机只要几元到十几元就

能买到，适合大众收藏的特点。
目前来看，寻呼机收藏主要可以

考虑三大类别：一是摩托罗拉品牌的系列收藏。在
寻呼行业中，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无疑是龙头老大，

当初摩托罗拉寻呼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高达 70％
以上，而且摩托罗拉公司在 199 3年至 19 98年这一段

时期内，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大量开发 寻呼机新
款式、新品种，形成了众多系列，例如摩托罗拉进取

型、摩托罗拉时尚型、摩托罗拉袖珍型等，代表了寻
呼机生产的最高水平和寻呼机时尚的最新潮流，其

中的型号细分更是纷繁复杂。因此，如果能够系列
收藏的话，无疑是一件颇有意义和趣味的事情。

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品种收藏。例如 199 3年 5
月，中国第一台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 寻呼机

由波导公司研发成 功， 199 5年 ，他们又自 行研发
成功中国第一台股 票信息机， 19 97年，中 国第一

台高速汉 字机呱呱坠地，仅 199 8年一年波导就生产
销售寻呼机 102 .4万台，位居国产品牌首位，波导成

功起飞，为民族工业在这场寻呼机市场的竞争中争
得了一席之地，因 此，波导系列寻呼机特 别是前

面所提到的这些 “第一” 无疑具有很高的 收藏价
值。而 N E C 、松 下、肯宝等诸多中外品 牌正因为

它们的少，或许更 会增加收藏的难度。此 外不同
造型寻呼机也值得 收藏。当时除了功能不 断拓展

外，为了吸引消费 者的目光，许多生产商 也在寻
呼机的造型设计上 动了一番脑筋，推出了 一些造

型独特、饶有趣味 的寻呼机，这些寻呼机 的种类
和数量都不是很多，当时的普及率也有限，因此，

现在要 寻觅 的话并 不是 非
常容易的事情。（吴九林）

奇石莫以石种论英雄
目前奇石市场上还存在着一种现

象，即只要是属于珍稀、热门的“名牌”

石种，无论奇石造型、品相如何都能跟
着行情水涨船高。其中诸如彩陶石、大

化石、风砺石、沙漠石等“名牌”石种。
其中那 些不具 艺术价 值和 观赏价 值

的，其物有所值的依据又在哪里呢？如
果“奇石”本身并不奇 ，只是因 为它属

于某一珍稀、热门石种而胡乱开价，这

就令人难以接受。
近几年来，广大奇石爱好者无不

受到奇石价格混乱的困扰，无论奇石
品位高低，它的价格总是由于强调所

属石种的优势而变得物无所值，从而
造成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失衡，出现了

石商生意难做、藏石者购石艰难的困
境。

在这一点上，笔者颇有感触。数年
前，笔者每年能够从各地购回二三十

方不同种类的奇石，少则上百元，多则
上千元，总能有所收获。然而，近年来

随着奇石价格上涨，就连下品奇石的
价格也是高得令人咋舌。

收藏赏玩奇石历来为文人士大夫
所独享，古来奇石价格之高，就非寻常

百姓所能承受。而如今，奇石收藏走进
了平常百姓家，如果石商们只顾一味

地哄抬石价，其结果只能是吓跑购买
者。诚然，商家的目标就是要凸显利润

的最大化。只是这种目标不能脱离价
值原则，即使是沾了稀有、热门石种之

光的“名牌”奇石，同样也要保 持其价
格的合理性。

笔者曾经以2 000元的价格购得一

方“雄风”灵璧石。此石规格为28厘米×
30厘米×2 4厘米， 其状如一只昂首挺

胸、侧身回眸的猛虎，暗含了人工雕塑
的构思套路，造型生动 ，形神兼 备，实

为难得的灵璧石精品。现时，市面上已
极少能觅到这样的奇石精品，而一方

体积与其相似，但造型一般的具象石，
其售价也会超出此石的数倍。

针对目 前奇 石交 易中 普遍 存在
的 物无所 值的现 象，笔 者在此 提醒

买 者，尽 量放 平心 态 ，买石 要慎 重 ，

不 要见“好”就 收，也 不要 抱“名牌”
石种都 会升值这条死 理。因为，凡是

具有 升值潜 力的 奇石， 必定也 是具

有 观 赏价 值 与收 藏 价值 的奇 石 ，而
不 包括那 些失 却这些 重要 价值依 据

的 石头。 同时 ，笔 者也要 奉劝卖 者，
不 要依仗 手里 的“名牌”石 种而得 利

不 让人， 否则 也许会 因自 我感觉 良
好 而反倒 失去 生意。 因为 并非属 于

珍 稀、热门 的石头 都是奇 石，它必 须
以 形 、质、色 、纹 为依 托和 以 观赏 性

为 前提， 否则 就不属 于真 正意义 上
的 奇石，难以打动买者的心 。如果大

家 懂得了这个道理，那么冷清的 奇石

市 场必将日趋热闹，艰难的奇石 交易
必 将日渐兴旺。

（徐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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