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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岳付玉

在“万物皆可电商”的时代，伴

随“新国潮”的兴起，古董、文物通过

电商渠道成功“破圈”，走向大众视

野。尤其是近两年来，在直播带货

热潮席卷下，文玩电商也随着迅速

壮大，一些头部平台创下了年销售

额破400亿元的纪录。

狂飙突进的同时，文玩电商江

湖也是故事不断，有的人从中淘到

了宝贝、增长了才识，也有很多人遭

遇涉嫌售假、鉴定难、货不对板、退

货难、客服不作为等多个难题，不少

消费者沦为了“韭菜”，被假文玩给

“玩”了。

日前，记者在天津鼓楼、文化街的一些古玩店铺以及多家典当行采访时，
了解到圈内人士对于古玩电商都并不排斥，有的甚至线上线下都有店。遇到
的一些古玩爱好者、收藏者也表示，古玩借助互联网“破圈”，打破了传统文玩
市场价格不透明容易被忽悠挨宰的尴尬局面——在电商平台上，商品价格明
确，甚至有平台担保，价格也更为透明，买起来还更放心一些。

在多个线上社交平台上，也有相当多的消费者对文玩物品的鉴定难、维
权难感受深刻。他们吐槽说“以假乱真”仍是整个文玩电商的最大痛点，在暴
利驱动下，不少伪劣假冒商品混迹其中，作为普通爱好者，常常很难辨别真
伪。有的平台虽然提供鉴定，但对文玩物品的鉴定标准、鉴定师资质等方面又
把关不严，维权也是耗时费力。

近两年来，直播成了电商的标配。文玩电商平台上，直播也成了最靓的风
景之一。很多消费者也是边看直播边下单。需要指出的是，只要是在电商平
台交易，一旦遭遇假货，维权也并非束手无策。今年春天，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公安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网络直播营
销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5月25日起正式施行，算是给网络直播带货戴上
了“紧箍咒”。办法对谁直播、谁带货、谁运营、谁管理，都划出了道道。一旦出
事，板子打谁头上相对清晰了。对于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办法》则
画出了八条红线，首当其冲的，就有“发布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信息，欺骗、误
导用户；营销假冒伪劣商品”。
“规范化是文玩电商的立足之本。”电商分析师蒙慧欣说，就平台而言，真的需

要花更大的成本和技术去规范平台商家，确保消费者的利益不受侵害。“这不仅仅是
停留在用户体验层面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相关法律政策的问题。”

业内人士特别指出，买卖双方脱离平台（跳单）私自线下交易的，
一旦出现纠纷，维权难度很大。

文玩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行业，从没像今天这样被放大到随时随地
可以触及每一个网民的程度。而江湖上因各种机缘巧合购得宝贝一夜暴富的
传说，又激励着越来越多怀揣梦想的人投入其中博弈。嗅觉灵敏的资本也迅
速前来，近两年来对该领域青眼有加，融资频频。

据胡润研究院数据，目前国内文玩市场投资规模接近万亿元大关，未来
10年更有望突破6万亿元。当前经济态势下，这片天地会不会成为“一片蓝
海”，自然是见仁见智。据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显示，即便在受疫情影
响的2020年，文玩电商头部平台“天天鉴宝”“玩物得志”“至尊宝物”皆喜获融
资。其中，“玩物得志”接连拿下两轮千万级美元融资，且两轮融资仅相差半
年；珠宝文玩电商直播平台“至尊宝物”获1200万美元天使轮融资；文玩珠宝
直播电商平台“天天鉴宝”也完成了数千万美元的B2轮融资。

成千上万的玩家爱好者被阵阵收藏香风吹向了各大平台。公开资料显示，
文玩电商的头部平台“微拍堂”，2019年取得超400亿元成交金额的抢眼战绩，
累计用户超7000万；“玩物得志”App于2019年3月上线，一年时间注册用户数
有1500多万，月活人数超300万，累计交易额已超20亿元，目前单月交易额在5
亿元左右；“天天鉴宝”App于2019年3月上线，目前注册用户超2000万。

跟其他类型的电商一样，文玩电商按平台也可分为综合平台类和垂直平
台类。在综合平台类里，“阿里拍卖”“京东拍卖”“苏宁拍卖”等，都是背靠大树
好乘凉。在垂直平台里，“微拍堂”“天天鉴宝”“玩物得志”“古玩鉴宝”“文玩世
家”“藏宝文玩”“拍品汇”等，都是买卖活跃之地。“闲鱼”等二手电商平台，也是
这个江湖里分量不轻的存在。

现象一：玩家云集，资本迅速前来

现象二：新业态，乱象依然存在

卖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买者有“捡到漏”的，也有“打了眼”的。在网经
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分析师蒙慧欣看来，伴随电商直播、网络拍卖

等新业态、新产业不断涌现，过去存在于古玩市场的“地摊经济”也已
经变身成“云逛”文玩，可鱼目混珠、假货泛滥等顽疾依旧存在。

比如，商品“货不对板”槽点多，用户深陷退款难——
在“电诉宝”网络消费纠纷调解平台上，文玩

电商平台所售商品“货不对板”“退款难”的投诉
就从来没有断过。

今年5月18日，一位买家投诉“微拍堂”，
自诉其于今年3月25日、4月2日通过微拍堂
直播间购买山西老货瓷器3件，主播介绍说

是康熙葫芦瓶、清代中晚期福寿纹罐、
光绪冰梅赏瓶，价格分别为7282元、
1792元、2370元。商家承诺“永久保

老保真”。他经懂行人鉴定，这3
件疑似赝品！他赶紧通过微拍堂
客服提出售后申请，要求退货。

当时客服说需要到“北京铜
博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鉴
定后依据结论提出售后申
请，如果是赝品不但无理由
退货，还要对商家进行处罚。
“我于4月25日联系‘铜

博鉴定’，这时微拍堂专员打
电话说他联系了商家，商家
愿意协商解决，瓷器不必再
鉴定了。”这意味着商家对知
假售假心知肚明。接下来的
退款索赔又如何呢？“经过多
次与商家交涉，商家只愿意
退还7000元，其余货款包括
鉴定费共5000元不退。”这
位消费者又多次跟微拍堂专
员联系，要求冻结商家货款
和保证金，可微拍堂专员无

法协调解决。无奈之下，他被迫同意
接受7000元退款，5000元损失算是白
白打了水漂。

又比如，商品鉴定形同虚设，正品
难保证——
去年10月6日，潘先生在微拍堂购买了

第三套人民币，已鉴定疑似假币，金额1380
元，面对售后申请，平台只愿意退款，不做任

何赔偿，找了无数遍客服，客服根本就不能强行介
入，只能私信催促……

蒙慧欣指出，目前，对文玩电商的监管比较松
散，再加上平台审核系统并不完善，故而售假、贩

假、以次充好的事件频出。尤其对于文玩物品，尽管平台提供检测鉴定服务，
但结果不准确的现象仍大量存在，消费者收到伪劣假冒商品后维权通常会困
难重重，“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缺少监管。”

藏家：被割“韭菜”，多么痛的领悟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的市民白女士讲述了她老公网购高古玉（通常指汉代
以前的玉石器）的故事——

半个月前，如果不是因为老公何先生要去东北出差十来天，她还不知道
老公已经在高古玉上投入了这么多。

何先生出差前一天的晚上，神秘地打开一个小箱子，里面十来件形态各
异的玉件，个个样子古古的。何先生压低声音告诉白女士：这些宝贝一定要
珍藏好……“都是你从网上买的？多少钱？假的吧？”何先生听不得这个“假”
字，急着拿出几本图书，翻开图谱，取出微距镜，给白女士指点迷津，“在谱
的！看这玻璃色，看这工痕……”

白女士更关心他花了多少钱。何先生不耐烦地说十来万元吧，是这两年
的积蓄，“这样的宝贝在苏富比拍卖，一件几十万元，还保守说了。”

白女士无法淡定了：“既然这么金贵，卖主傻啊，为啥不自己留着？”何先生笑
了：“这你就不懂了，高古玉出不去，国家不允许。”白女士退了一步，让老公想办法
找明白人鉴定一下。何先生却严肃地告诉她：最好别让别人知道，这可是文物。

白女士越琢磨越不对劲。她想，网络时代信息高度透明了，买家知道的
古玩价格信息，卖家不可能不知道，卖家怎么会把这么香的“馅饼”抛给买家
呢。等何先生出差回来，她软磨硬泡让他拿其中一件找个典当行或古玩商铺
的师傅给掌掌眼。何先生老大不乐意地答应了。等他揣着“宝贝”再回家，白
女士看到了一张沮丧的面孔。

白女士追问“宝贝”都是从哪个平台买的，何先生回答是从“闲鱼”等二手
平台网购。白女士说找平台试试看能否退货。何先生叹了口气：通过平台认
识后，交易都是彼此私信进行的。白女士好奇为啥不通过平台交易呢，且还
多少有个保障？何先生说“因为如果是真品，可能违法”。

“线上古玩鉴定难、维权难，水深、坑大，若无专业知识，仅凭一腔
‘鸡血’的发烧友，请慎入。”何先生在痛悟之后提醒。

“如果脱离这个市场两个月，再接触，连我都会产生几分困惑：这高仿作伪
的手法竟然又突飞猛进了！有的几乎快以假乱真了。”天津也是华北地区首家
典当行——恺丰典当行的一位退休“掌眼师傅”对记者说。

作为一名在珠宝古玩鉴定一线干了几十年的资深“掌眼师傅”，这位老先
生对于这个市场的鱼龙混杂感触颇多。他感叹说，近些年古玩高仿作伪已俨
然产业化了，甚至从技术、制作到销售构成了完整闭环的产业链。从业者制作
手法越来越高明，他们把文博图谱吃透嚼烂，然后以图为本，尽力接近图谱样
貌，做出沁色、锈色等等，图上说某个器件在古墓里是裹着朱砂的，他们就“做
旧”且挂上朱砂；图上说因为当时生产力低下工具简陋所以做工朴拙，工痕不
规整，他们就做出妥妥的朴拙的感觉来……

他又举例说，那些动辄称自己的宝贝是夏商周时期的，您可以在脑子里先
画个问号：从商周时期古墓里挖出来的宝贝，究竟能有多少？那时候的工艺究
竟达到什么水平？出土的多数软玉历经三千多年岁月的侵蚀，品相好的又能
有多少？

也有古玩爱好者请教，如果多去博物馆观摩、多看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图
谱，是不是就能熏陶出判断真伪的“火眼金睛”？这位不愿具名的退休“掌眼师
傅”说，观摩学习是必要的，“但不单单只指用眼睛看，最主要的还是要上手”，
在一次又一次的把玩中形成整体感觉，要懂历史，会推理分析……

老先生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您对这个市场没有深入的了解，还是不要
冒失入市，因为学费将是昂贵的，且很可能还是白交。

“掌眼师傅”：高仿造假产业化了

资深藏友：不见面难免“打眼”

规范化，永远在路上

记者观察

文玩转电商

在古玩圈子里，北京一位因曝光一起古玉诈骗事件而备受关注的资深藏
家，对于“互联网+古玩”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两年前，一场轰动一时的曝光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好奇的读者现在还可以
搜索“稽古藏兵”公众号，这位资深藏家在那篇“古玉劫——诈骗实
录”的长文中，非常详尽地记录了他与一位骗子长达半年的交往过
程。那位女骗子线上线下费尽心机，从下饵到收网，极尽移花
接木、声东击西、虚张声势、演戏加码之能事，一次
诈骗不成就二次布局，机关算尽仍执迷不悟……她
甚至还跟他玩起了暧昧，可惜这位资深藏家不
吃那一套。这一事件的真实情节比影视剧还跌
宕精彩。在他撰写的那篇文章中，有聊天记录
截屏，有该女子的头像视频，还有她的
真名、化名银行账号等等，属于旗帜鲜
明的打假。记者忍不住问，曝光以后，
这位女骗子现在怎么样了？回答
是：她去了她应该去的地方。

说到互联网+古玩的乱
象，这位不愿具名的资深藏友
说：线上交易因为买卖双
方不见面，相比那种面对
面的线下交易，买家如果
遇到能忽悠会表演的卖
家，更容易上套。

有人说目前我国收藏
大军多达八九千万人，给
人的感觉是市场很大、
“钱”景丰满。这位市场人
士不认可这个数据。他
说，那可能把部分搞简单
收集的人群也算在里面
了，他理解的收藏是高价
值的珍稀品收藏，“收藏
的‘藏’字跟宝藏的‘藏’同
一个字，收藏人士收藏的应该
是高价值的宝贝。这一直是个小
众市场。”

很多买家为“市场水深、真假
难辨”而郁闷，该藏友却认为对于
真正懂行的人，“不存在这个问题。只
要你愿意学愿意研究，你还是能辨别
出真伪的——不管仿造的手法有多高
超。说到底，主要还是考验你的眼力水平。”

他接触的收藏者中，有人对古玩是发自
内心的喜欢，却不去深究，只凭“感觉”，有时
就免不了‘打眼’，“古玩投资其实需要非常严
谨的逻辑思维能力”。

有线上卖家宣称某件宝贝是文物、无法送到
香港苏富比拍卖，并以此为由要求交易私下化，这
说法靠谱吗？这位资深藏友的回答是：只怕是假货，苏富比不接收吧！

还是玩心跳

不知真假的高古玉（受访者供图）

不知真假的高古玉 资深藏家的藏品 资深藏家的藏品

资深藏家的藏品 清代中晚期福寿

纹罐（资料图片）

康熙葫芦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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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冰梅赏瓶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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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兰的爱情》第
8、9集 看望了生病的小
东，翠兰要离开，马成却
拉住她，支支吾吾地说我
们去登记吧。翠兰看他一
副怂样，很不满意，要他看
着自己表白，马成一下子
慌了神，口不择言地说是
因为小东需要后妈才求婚
的。翠兰对这样的表白伤
透了心，挣脱马成的拉扯
难过地走了，马成急得直
抽自己的嘴。两人的关系
陷入了僵局。翠兰向闺
蜜郝青倾诉，开始对马成
失去信心，而优柔寡断的
马成也打起了退堂鼓，试
探地问小东能不能不让
翠兰当妈妈，小东不乐意
了，他历数翠兰婶的好，
说翠兰婶每晚都在给马
成织毛衣，马成听后受到
触动……

天视2套18:25

■《梅花儿香》第14、
15集 梅花准备买一个画
本赔给周子航，小偷却偷
走梅花的钱包，正巧周子
航出现抓住小偷，把钱包
还给了梅花。刘爱琪准备
搬到吴毅家去，在翻看自
己以前与恋人周子航的
照片时被刘铎发现，刘铎
告诫妹妹不能再想着周
子航了，让她赶快把以前
的照片烧掉。吴毅回来
看到刘爱琪在烧东西，刘
爱琪走后吴毅从灰烬中
翻出了一张周子航模糊
的脸。媛媛失踪，程有信
帮助梅花一起寻找，原来
媛媛路过爸爸家，看到了
爸爸的结婚礼车，她伤心
地坐在门口哭泣……

天视4套21:00

■《番茄生活王》鸡
胸，滋味鲜美，营养丰
富，如何用它变换出新颖
的做法？今天，《番茄生
活王》朱大厨教您用家常
食材鸡胸，制作一道颇具
内涵的菜品——填馅鸡
胸。鲜嫩的鸡胸肉，打成
细腻的鸡蓉，混合孩子们
喜爱的淡奶油酿填回到
鸡胸中，烹制后奶香四
溢。番茄酱汁的搭配，更
是让这道菜的味道提升
几个等级。

天津少儿21:00

■《你看谁来了》本
期邀请到著名演员杜旭
东，他的荧屏形象让人过
目不忘，扎实的台词功底、
独特的表演风格，让观众
对他又爱又恨，台上饰“丑
角”扮恶人，台下的他和蔼
可亲、责任心强。著名演
员杜宁林和杜旭东是无话
不谈的好友，主持人王为
念也一直视她为偶像，此
番作为神秘嘉宾前来，又
带来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
事呢？

天津卫视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