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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画3年，身价一年涨60万
倪萍正在证明一个事实：“ 天价画

家”也是可以速成的。今天，倪萍将在京城
著名的艺术机构荣宝斋办个展。展览尚未
揭幕就传出消息，一幅名为《 雨中曲》的
参展水墨被买家叫价到30万，但倪萍仍不
置可否。为何如此呢？因为去年末，倪萍以
一幅《 韵》首次参加拍卖，即以118万元高
价拍出，使她直接挺进“ 百万级画家”行
列。更令人咋舌的是，倪萍当时学画还不
到2年，平均每学1年，身价涨60万。

那么“ 速成”的画家倪萍，作品究竟
值不值这个价呢？有一位画家私下对本报
记者说，倪萍的花鸟力求精致，只可惜模
仿痕迹略重，花鸟缺乏神韵，也少了自己
的特点，10万内还算合理，118万肯定是太
贵了。但是倪萍显然比较自信，她不仅将
自己的作品收进《 和姥姥一起画画》一书
里，去年还在深圳举办了自己的首次个
展。耐人寻味的是，随着倪萍身价节节攀
升，各方美誉也接踵而至。这可是许多画
了一辈子的老画家一生未有的际遇。

明星书画被指价格“ 虚高”
明星争当书画家的情况并不少见，比

如唐国强、张铁林和郁钧剑都是入行多年
的书法家。但据本报记者观察，近来明星
书画家中的“ 速成者”正日益增多。倪萍
学画两年可谓“ 速成”，但起码她还能说
出学画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姥姥。可记者
找遍资料，也未见有关赵本山书法老师的
记载，此前也根本没有赵本山练习书法的
记录，直到去年的一天，赵本山一挥毫“ 龙
腾凤舞”4个字就拍了92万。同样的，以前
也从没听说过周杰伦会弄版画，但他的版
画处女作《 幻想fantasy》限量印刷复制品，
今年在上海一张就卖5000元。这些明星似
乎是一夜之间成为书画家的。

因为不少明星书画家是“ 速成”，艺
术水准总还有需要提高完善之处，但这样
的作品却能坐地起价，动辄天价，难怪正
统的书画界对此很是忿忿不平。记者就曾
遇到过一位书法家，此人6岁习书，是地方
书协的会员，在书坛“ 奋斗”了30年，但目
前“ 润格费”只有一平方尺一两千元。所
以谈到明星天价书画，这位书法家就很愤
懑，“ 看到赵本山那几个字，我相信他根本
没有系统地练过，凭什么卖那么贵？这个
市场对那些从小练字的书法家来说很不
公平。”事实上，明星书画一直饱受价格

“ 虚高”的质疑。有人笑问，这究竟是画值
钱，还是人值钱？

明星书画和艺术无关？
浙江美术馆副馆长、艺术评论家斯舜

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明星书画的水
平都相当业余，有人出于对他们的喜爱，
砸钱捧捧场，无可厚非，但就是别太当真，
一旦当了真，作为“ 艺术瑰宝”收藏，那就
不是明智之举了。据记者观察，明星书画
一般是在慈善拍卖场合亮相，书画卖了
钱，明星优雅地悉数捐掉善款，既秀了一
把高雅，也得了慈善的美名；而买家呢，则
多半并非正统收藏家的商家，他们高价拍
得作品，吸引了关注度，也提高了企业的
形象。一个愿秀，一个愿捧，可谓两厢情
愿。正如资深拍卖人士董国强所言：“ 这本
来是件好事，作为专业书画家也用不着吃
醋，业内人士更没必要冒傻气去分析作品
到底值不值。”

尽管明星书画充其量只是一个名利
秀场，被认为与艺术无关，但上海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宣家鑫对本报表示，因为明星
书画沾染了明星气，总能吸引眼球，所以
如果明星书画很糟糕，就会让一些人误认
为中华传统艺术本就如此，“ 我们现在明
星急需要做的还是潜心练好字画。”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原定于本周六晚
在奔驰文化中心举行的张宇“ 用心良苦
20年”上海演唱会紧急宣布延期，这让很
多已经购买了门票的观众措手不及。虽
然主办方宣布，演出延期至5月19日晚举
行。演唱会原票通用，观众也可退票。但
如此“ 临时”的决定，也激起了很多观众
的不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演出临时
决定延期？

据主办方给出的官方消息，是因为
这场演出舞美制作比较复杂，舞美搭建
由台湾地区的制作公司完成，之后还需
要进行安全评估。这一解释显然没有令
外界信服，网络上的各种质疑声四起。记
者通过采访获悉，张宇这场演唱会的出
票情况并不理想，如果坚持举办的话，主
办方的损失会很惨重。在这样的情形之
下，主办方才无奈决定将演出延后，以争
取更多的出票时间。至于为何在演出前
两天才宣布这一消息，记者获悉是因为
主办方得等到延期申请批准，又确定了

开唱日期后才能公布。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北京市大成律师

事务所上海分所的郑律师，在他看来，这
其实是主办方的一种违约行为。“ 消费者
通过购票，实际上就和演出的主办方达成
一个简易的合同，就是一种消费服务合
同。现在主办方说是场馆搭建的问题，实
际上这是他自身的义务。既然是你的义
务，你就应该提前安排好，单方面的推迟
演出，是一种违约行为。”

据了解，演出延期不可避免地给很多
外地观众造成了困扰。“ 我们早已经买了
780的票，已经订好了3月3日早上最早的
航班从大连到上海，我们是4个人，团购的
一家很好的酒店，但是机票是打折价，不
能退！酒店不能退！现在这是我们最困惑
的。”记者在网上看到有观众的留言。对于
此类情况，郑律师表示，按照一般原则来
讲，消费者可以自己主张退票。就此造成
的一些费用损失，理论上也应该由主办方
来承担。

张宇演唱会紧急宣布延期
票房不佳是罪魁祸首？

今天将在荣宝
斋举行书画个展的
倪 萍 ， 已 被 尊 为

“ 天价画家”，尽管
3年多年前她还不
知道怎么画画。现
在，“ 速成”的明星
书画家们正在创造
一个又一个天价奇
迹，成为影响市场
的另一股力量。然
而由于这些作品价
高质低，又往往被
人误认为是书画的
范本，所以评论家
建议想秀一把的明
星们，真得把字画
练练好。

本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昨天下午，周冰
倩现身上海文化广场，为3月30、31日举办
的“ 真的好想你”2012情歌演唱会造势。
周冰倩告诉记者，演唱会上，她将通过

“ 怀旧金曲”、“ 樱 花 物 语 ”、“ 二 胡 情
歌”、“ 海上旧梦”以及“ 岁月如歌”5个
篇章将自己20多年来的心路历程一一呈
现在观众眼前。整场演唱会上，她将献上
包括《 积木的都会》、《 恋人哟》等日语歌
曲，以及《 玫瑰玫瑰我爱你》、《 夜来香》、

《 给我一个吻》等经典海派情歌在内的30
余首歌，与歌迷一同回望上世纪90年代精
彩的海派音乐文化。

对于首次在家乡上海开唱，周冰倩坦
言有些紧张，“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现场
的发挥和自己的嗓音状态，我想把最好的
演出带给大家。”为了在舞台上表现出最
佳的状态，现在她正在节食，保持身材，

“ 我平时最喜欢美食了，所以节食是很痛
苦的，但为了演唱会都忍了，毕竟想把最好
的一面呈现给观众。”

周冰倩为上海个唱“ 节食”

本报记者 马骏 摄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有一件事恐怕连
金庸自己也想不明白：2007年前他为迎合
市场，亲自操刀对15部武侠作品进行改
动，推出了全新修订版，可是读者就是不
领情，还念念不忘老版本。记者昨天获悉，
在无奈之余，金大侠已经授权朗声图书重
新出版改动之前的14部经典作品，并定于
6月全国上市。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市面上的正版
金庸作品集共有三联书店版、广州出版社
旧版和广州出版社新版3个版本。前两者属
于未改动版，广州出版社新版其实就是修
订版。随着新版的不断加印，再加上时间的
推移，现在市面中的金庸武侠小说的未改

动版已经很难寻觅，这让很多想看金庸作
品“ 本来面目”的读者很失望。读者认为金
庸此次改动，其实就是“ 琼瑶化”，给作品
增加了大量的言情戏。比如《 射雕英雄传》
中原本中规中矩的黄药师，新版中竟然爱
上徒弟梅超风，来了一段惊天动地的“ 师生
恋”。再如金大侠给《 神雕侠侣》中的“ 玉
女心经”新增“ 亭亭如盖”一招，这显然与
新增杨过练功时冷不丁抱住小龙女低头欲
吻的情节相呼应。忠义侠胆的金大侠走向

“ 肉麻”，这当然令一些拥趸很不解。
业内人士分析，此次让金庸改变主意的

应该还是市场需求，毕竟新旧两版同时销
售，读者可取所需，总比一个版本要卖得多。

5年前推出的修订版读者并不领情

金庸授权重出旧版小说

本报讯 记者 杨汶 去年，根据“ 筷子
兄弟”成名作《 老男孩》改编的同名话剧
在沪进行了两轮演出，成为话剧舞台的年
度黑马。3月6日至18日，话剧版《 老男孩》
又将再度亮相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据悉，

“ 筷子兄弟”两人更有望获邀来到现场真
音重现。

“ 筷子兄弟”的网络短片《 老男孩》
早已广为人知，点击率逾6000多万，此次
据其改编的话剧由锦辉传播出品。该剧讲
述两个80后寻梦青春的故事，剧情奇特，

发人深省。话剧版秉承了网络版的怀旧主
题，只是主人公年龄比网络版中小了10岁
左右。网络版讲述的是“ 70后”的故事，话
剧版则主要表现“ 80后”当年在上海的中
学生活。另外，原本有些“ 京味”的网络版
味道将转为“ 海派”。

此前该剧在沪首演时，不少观众戴着
“ 三条杠”来看戏，每一个熟悉的当年校

园象征物的出现，都能引发观众的集体感
慨，有观众直言：“ 把‘ 80后’童年生活展
现在舞台上，让人笑着笑着就哭了。”

话剧《 老男孩》重返沪上舞台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记者昨天获悉，由
上海时空之旅公司打造的多媒体梦幻剧

《 镜界》正在日趋完善，目前已经具备了每
年接待45万人次观众的能力。《 镜界》自
2011年在共舞台·时空剧院上演以来，以清
新亮丽的舞台风格和现代时尚的表现手法

赢得了观众的青睐。其中的“ 幻影城像”技
术更是得到了2011年度上海文广局科技进
步奖。时空之旅宣传负责人万彦对本报介
绍，今年《 镜界》和另一台重磅剧目《 ER-
A》将强化差异化营销，《 镜界》 主要针对
国内观众，而《 ERA》则针对国外观众。

《 镜界》今年将接待45万人次观众

倪萍俨然已成“ 天价画家”。

倪萍画作《 韵》
被拍出118万元高
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