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临朐县九山镇
计生办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计
划生育优质服务的新路子，

把规范化、科学化的入户技
术随访服务工作，作为与育
龄妇女群众沟通连心的“桥
梁”，极大地密切了计生干部
与育龄群众之间的关系。

为确保随访服务取得实
效，镇计生办组织力量对全镇
10 个责任区 32 个行政村的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随访工作进行
了调研，详细了解基层计生干
部对新婚、孕期、产后、术后、使

用药具五类育龄妇女的随访情
况，与接受随访服务的育龄群
众进行深入的座谈，虚心听取
她们对计生技术随访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认真务实地做好工
作。入户随访服务制度的全面
推行，大大提升了全镇计生优
质服务水平，广大计生干部在
观念上由“要我服务”变为“我
要服务”，在工作方法上由“行
政推动”变为“服务引导”，推进
了全镇人口计生工作“两个转
变”的进程。

丛湘泉 巨荣涛

九山镇计生户搭上“致富快车”

4 月 6 日，正在自家蔬菜
大棚里忙活的临朐县九山镇
涝洼村村民王强，望着满棚
顶花带刺的黄瓜，高兴地说：

“光这一个大棚，俺家一年就
能多收入 2 万多元。”如今在
这个镇像王强这样的计生户
达 300 多户。

自去年以来，这个镇紧

紧围绕造福计生家庭这一核
心，开展“了计划生育致富奔
小康”活动，采取项目优先、

政策优惠、科技扶持、小额贷
款等措施，给计划生育家庭
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保证了贫困计生户走科技之
路。

丛湘泉 巨荣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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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宝成鉴价

承载暴富梦

“这个瓷罐值多钱？这些古币

呢？”18 日，在潍坊市博物馆免费

鉴宝现场，刘建国眼巴巴地望着

专家。

他一身朴素的打扮，穿的是

最常见的黑色半袖，衣摆被扎进

灰色西裤，腰带颜色也与衣服不
是那么搭，踩的皮鞋上还有些许
泥巴。

这位来自昌邑双台乡的村

民，此趟就是想要为宝贝要个价。

然而，鉴宝专家、潍坊市博物
馆研究员孙敬明没有给他想要的

结果，只见孙敬明摆摆手，“我们

不估价，也不开鉴定书，不过可以

告诉你，这个瓷罐是个好东西”。

刘建国顿时有了信心，笑呵

呵地走出门口，并点了一支烟。他

说，这是父亲留下来的，看来是个
真货。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刘建国一
样幸运，却跟刘建国有着相同的

目的，为自己的宝贝要个价。

在潍坊市博物馆做文物研究
30 多年，孙敬明私下也被朋友请
来估价，甚至让他出鉴定证书。

“这些年，有一个原则我一直在坚

持，就是不开鉴宝书，我会告诉朋

友这个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收藏意
义，但是值多少钱，对不起，我不

是商贩，这个价格我给不了。”

在不少前来鉴宝的人心中，

都藏有一个一夜暴富的梦。来自

寿光的李先生说，古玩字画炒到

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不少，谁知道

你手里的古物不是个宝呢？要是

个奇宝，这辈子就不用愁了！现在

买个房子那么贵，看个病那么贵，

谁不想一夜暴富，就像买彩票的

人一样，我们不过是换了个领域

而已。

全国人大代表李修松曾表

示，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文
物鉴定培训班，滥发证书，从而助

长了民间文物鉴定的杂乱。李修
松认为，民间文物鉴定业务和行
为的不规范乃至混乱，诱导了暴

富心理。

鉴价未必准，

有市才有价

值多少钱，最直观的表现就
是请权威专家给宝贝开张身份证

明。

有了专家的鉴定书，无疑有

了护身符，宝贝身价也名正言顺

起来。但是不菲的鉴定费最终还

是要收藏者承担。

潍坊的酒瓶收藏者李传统曾

从旧货市场花 25 元钱淘回来一个
黑褐色细高个的凤首壶，他拿给
几位开古玩店的朋友看，都说是

个好东西。后来，实在忍不住内心

的疑问，便花 1500 元钱请北京鉴

宝专家鉴定，鉴定显示为清中期
物品，是仿唐辽代风格的酒器。

卖的话，能值 10 万元钱。

不过，后来几位瓶友出钱要

买这个瓶子，李传统都一口回绝。

“我收藏瓶子不是为了买卖，当初

鉴定这个瓶子，就是想知道它的

出处。”李传统说。

虽然心里肯定瓶子的价值，

不过李传统也明白，能不能卖出

这个价，还是市场说了算，而非一

纸证书。

今年 3 . 15 央视播出的一则新

闻给所有热衷鉴定热的人当头一

棒：北京金坤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鉴定师颜仲省收了 1000 元鉴定费

后，为齐白石赝品开出了“齐白石

本人画作”的证书。

“给钱就开证书”的恶象，顿

时贬低了所谓的专家鉴定书的权

威。

在孙敬明眼中，专家开鉴定

书，即使实事求是的鉴定，也未必

是一件好事。各行各业的鉴宝专家

非常多，对文物的认识也不并非完

全一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这个专家觉得这个瓷器值 5

万，那个可能觉得值 10 万，专家各

开各的价，也会扰乱收藏市场的

秩序。宝贝值多少钱，最终还是依

靠市场来定。不过因为古玩字画

交易中越来越多的“外行”出现，

本该是作为一个参考的鉴定书，

也成了最重要的参评标准。

孙敬明直言，他周围就有朋

友拿着鉴定书出售收藏品，有的

确实是鉴定书出 3 万，买方就 3 万

元买走，有的则是鉴定书出 3 万，

买家只肯出 1 万，最终决定收藏

品价值的还是市场，还是得有人

买才算准。

此道很有趣

进道要小心

近年来，潍坊收藏群体越来

越大，据潍坊市收藏协会会长杨

金礼掌握的情况，潍坊从事收藏

的有 5000 人。这 5000 人多是藏品
数量较多，质量较高且有一定收
藏鉴赏水平的人。

连续三年，杨金礼都于国际

博物馆日当日在市博物馆免费为

市民鉴宝，从近三年的情况来看，

鉴宝的人越来越多，群体也越来

越宽泛，无论有钱没钱，似乎都挺

迷收藏。

在收藏热的背后，一些人收
藏的功利性也逐渐凸显出来，杨

金礼说，他周围就有一些朋友，不

懂古董，也不懂历史研究，看见市
场上有卖旧东西的，听对方吹嘘

一通，就赶紧购入，结果上当受
骗。

杨金礼说，即便是工作数十
年的专业人士，在收藏初期也要
小心翼翼，而那些没有一点收藏
鉴别经验的人的收藏情况就可想

而知，鉴宝现场所出现的大量赝

品就能说明一些情况。

针对不断升温的鉴宝热，杨

金礼说：“此道很有趣，进道要小

心。”他建议大家应该理性面对，

不要过分热衷于鉴定活动，要把
收藏当作爱好，当作一种文化去

进行，千万不要过分相信所谓的

“鉴定意见”，否则，也只是花钱买

一个不踏实的放心。

抱着发财心理去看待收藏，

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收藏，首先体
现的是一种文化，按理说，收藏群

体越来越大是件好事，说明更多

人在关注文化，关注历史，但是如

果直接跃过文化而跳到投资上，

就危险了。因为收藏是有学问的，

即使造诣不浅，也不能百分百确

定其价值和真伪，因此收藏者要
有个好的心态。

孙敬明说，宝贝值钱自然是
好的，谁都希望自家宝贝有个好

身价。但收藏更应该是一种文化、

艺术的追溯、把玩、研究。

鉴宝功利

让人担心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化

厅副厅长李修松，在 2010 年两会

上提出，由于国家对民间文物鉴

定业务与行为至今仍未形成一整

套约束机制，以致出现一系列问
题。

藏品一多，鉴定需要自然出

现疯涨，而鉴宝背后所体现出来

的功利心理让人担心。有的专家

恪守原则坚持不给估价，但不少

藏品主人会兜着圈子询问价格。

曾经有一个收藏者花大价钱买了

一个官窑花瓶，专家一句“这是赝

品”，藏品主人出门就将花瓶砸

了。

不少真正的藏者对于价格不

太敏感，但对于真假判别却极为
苛刻。

45 岁的老杨 20 年前开始进入

收藏界，而他收藏地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了解藏品背后的文化及历

史背景，为了了解藏品的真假及故

事，他还买了很多书籍进行学习。

“每一件藏品都带我进行了一次历

史的穿越，感觉很满足。”

由于收藏界不断传出惊天藏

品，再加上媒体引导，越来越多的

普通百姓也开始搜罗宝贝。有藏

家说，目前民间鉴宝活动不断，仅

在潍坊市一年规模较大的就在 5

次以上，其中不乏一些赚取鉴定

费的商业行为。

当前，文物收藏热仍然有增

无减，由于文物收藏专业性强，绝

大多数购买文物的收藏者因缺乏

文物鉴定知识和技能，往往与卖

家的信息不对称，不能把握藏品

的真假、价值和价格，所以，藏

品鉴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对引

导健康的收藏行为、促使藏品的

有序流通、确保收藏者的利益和

鼓励藏宝于民，都具有积极意

义，不过如果鉴宝能够只鉴定文

化、历史，而不鉴定价格，或许

能使盲目的鉴定热降温，或许能

使鉴宝能回归到传统文化中来，

不少业内专家呼吁，藏宝于民，

请从不问价开始。

鉴宝，从不问价开始
本报记者 韩杰杰 周锦江

近年来，收藏热渐高，各种

鉴宝节目也一哄而起。有些电视

媒体为了提高收视率，制造轰动

效应，有意让鉴宝专家过高虚估

藏品的市场价格。

18 日，在潍坊市博物馆的免

费鉴宝现场，两位资深专家免费

鉴宝，引来数百件民间藏品。与

普通鉴宝活动不同，这次专家只

鉴宝贝的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

不开证书、不鉴价。

鉴宝的意义不在于鉴定宝贝

的价格，更多的是追溯藏品背后

的历史及故事。在盲目的藏宝

热、鉴宝热背后，鉴宝不鉴价，

或许是一个好的开始，又或是一

种传统文化的回归。

九山镇计生优质服务架起“连心桥”

专家正在鉴定一块玉石藏品。本报记者 吴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