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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夜场拍卖现场

速递

2014珠宝设计消费季

“2014北京国际设计周珠宝设计消费季” 系列

活动，在中华世纪坛小剧场举行。 它是由国土资源部

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主办， 国土资源部珠宝玉石

首饰管理中心宣传推广部承办， 北京国际设计周支

持的。

2014北京国际设计周珠宝设计消费季活动， 由以

下板块构成：中国珠宝文化消费论坛暨《2014国际珠

宝品牌文化蓝皮书》发布；2015珠宝流行趋势发布会；

北京国际设计周珠宝文化之旅暨雪莉艺术珠宝专场。

国土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联合凤凰卫视、北

京国际设计周，正式发布了《2014国际珠宝品牌文化

蓝皮书》。

中国嘉德香港秋拍圆满收槌

2014年10月7日，经过两天激烈竞投，中国嘉德香

港2014秋季拍卖会成交以3.43亿港元圆满收槌。中国嘉

德（香港）总裁胡妍妍女士表示：“中国书画和二十世

纪及当代艺术等嘉德强项依然保持优势，成交额略高于

春季。瓷器和玉器项目有明显进步，成交近亿元。总体符

合预期，令人欣慰。 ”

2014年10月6日上午十点，中国嘉德（香港）迎

来秋季第一场拍卖专场“观想———中国书画四海集

珍” 。 现场举牌的藏家们与场外电话委托的竞投者

们形成热烈的竞争，拍卖一直持续到傍晚七点十五

分，屡创佳绩。 其中，潘天寿的《东海归帆》以6,

325,000港元高价成交；张大千的《泼彩山水》以4,

370,000港元成交；徐悲鸿的《行书七言联》以3,

910,000港元成交，超出估价逾6倍；黄宾虹的《曲

水之滨》以2,300,000港元成交，超出估价近4倍；

齐白石的《石榴》亦以2,185,000港元成交，高于估

价逾2倍。

第五届曹雪芹文化艺术节开幕

由北京曹雪芹学会、海淀区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五

届曹雪芹文化艺术节” 在北京植物园曹雪芹纪念馆隆

重举行， 本届开幕式除了预示着本届艺术节的开启，也

意味拉开了“2015年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系列活动” 文

化大戏的大幕。

在开幕式上北京曹雪芹学会胡德平会长发言宣布

此次曹雪芹文化艺术节将启动三个重要项目： 一是北

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曹雪芹学会计划成立“曹雪芹美

学与艺术研究中心” 。 二是启动编制发布 “全民阅读

《红楼梦》” 调查报告。 目前，北京曹雪芹学会计划与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 共

同开展调查，调查全国《红楼梦》读者总体状况及分

布； 三是发起全球寻找曹雪芹佚著 《废艺斋集稿》活

动。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废艺斋集稿》存于世间、

流落海外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北京曹雪芹学会将与多

个海外机构联合，在全球范围内去寻找曹雪芹在《红楼

梦》之外的这部工艺美术巨制。

“金丝楠———三千年的声音

表达”亮相751国际设计节

“金丝楠———三千年的声音表达” 活动在751·

park北京时尚设计广场大罐内上演，从创作材质、设

计师到音乐家都是一次美妙的艺术碰撞。在此次活动

中，富程金丝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巴塞罗那高等建

筑学院、巴塞罗那大学美术学院、巴塞罗那LB23建筑

设计事务所等机构合作，将现代雕塑的艺术构思巧妙

地刻在3000年珍贵的中国金丝楠木上， 用独特的雕

刻艺术方式表现金丝楠木的价值。

据了解， 此次的设计团队专门为本次设计节设

计出来的两套金丝楠木艺术品， 历时4个月。 “我们

的设计灵感来自于远古化石，金丝楠沉淀千年，如同

化石， 我们希望通过某些方式表达出千年金丝楠的

声音，传达给现在的人们，勾起一种远古的画面。 从

音色角度看来， 材质的厚和薄会有不同的音色传递

效果，发出的声音都是不同的，敲击的时候就会发出

不同的声音。 ”

镜像瞬间文艺家

罗更前摄影艺术展

在中国摄影展览馆展出的 《镜像瞬间文艺

家———罗更前摄影艺术展》，是其多年有关人民艺术

家的影像积累。 展览作品不同于大家熟知的体育摄

影创作，其在瞬间人物的抓取、定格，传神地表现出

艺术家们迥异的性格特征， 充分展示出罗更前炉火

纯青的瞬间捕捉和敏锐观察的摄影功力， 影展将于

10月19日闭幕。

风向标

2014香港秋拍大幕开启

当代艺术整体平淡

□李坤凝

过去十几年，中国油画在香港

拍卖的骄人战绩，使其成为当代艺

术的风向标。 2014年10月，香港苏

富比、保利香港和嘉德香港几乎同

时开拍，拉开今年秋拍大幕。

受宏观经济影响，本轮拍卖看

淡中国油画市场已是必然，但由于

中国博物馆收藏兴起，使得秋拍油

画市场表现可圈可点。 在本轮拍卖

中，当代艺术市场整体平淡，少量

作品表现良好；个别青年艺术家价

位提升，但无参考意义；二十世纪

艺术市场稳健发展。

当代艺术整体平淡

自2012年香港苏富比秋拍、当

代艺术遭遇黑色星期天之后，当代

艺术作品的未来市场并不被看好。

在此次秋拍中，保利香港和嘉德香

港的当代艺术部分无太多亮点，成

交大多在预期之内。 其中，保利香

港的当代艺术专场中，只有曾梵志

的《安迪-沃荷肖像》以1947万港

元成交，超出预期。 而专场封面作

品李山的《胭脂》以950万港元落

槌， 低于1000万港元的最低估价。

嘉德香港当代艺术专场中，蔡国强

的《发明物》以380万港元落槌，成

为当代艺术的最高价拍品。 华氏画

廊总监华雨舟在拍卖结束之后说：

“结果与我的预期差距太远。 市场

依然不理想，只能说非常‘平’ 。 ”

香港苏富比此次秋拍，尤伦斯夫

妇上拍的37件藏品，成交情况也不乐

观。以1400万港元起拍的张晓刚《血

缘-大家庭：全家福》，在叫价到1700

万港元时，因无人应答而流拍。 遭遇

同样命运的还有岳敏君的两张作品

《幸福》与《大狂喜》。面对这些高价

作品的流拍，艺术批评家徐子林在微

博上发表看法：“最终，这些没有灵魂

的、样式化的空洞作品，让中国的当

代艺术整体蒙羞！即使不从市场价格

而从学术的角度去评估，它们几十年

如一日的重复自己，早已把有限的意

义无限的摊薄……”

不过，与股票一样，即便大盘下

跌，也有上涨个股。在香港苏富比当代

艺术夜场拍卖中，刘小东的《违章》被

海外电话委托以6620万港元成交，创

下了刘小东作品的世界拍卖纪录。 与

此同时，方力钧的《系列二(之四)》拍

出了5948万港元，刷新了去年北京保

利秋拍创造的最高纪录。

香港苏富比当代亚洲艺术部

门主管林家如表示：“方力钧作品

在激烈竞逐下以高于估价近两倍

成交，刷新艺术家作品世界拍卖纪

录， 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已趋于稳

定， 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也已明确。

具有历史价值的重要作品能持续

吸引藏家热烈争夺。 ”

个别青年艺术家高价成交

自2008年行情调整以来， 拍卖

行就开始把目标指向年轻艺术家。年

轻藏家的入场也使青年艺术家的行

情逐年上涨。 今年秋拍，香港苏富比

首次将70后艺术家贾霭力、 刘韡和

王光乐的三件代表性作品囊括在当

代艺术专场夜场中。 其中，贾霭力的

《疯景1号》以1180万港元的高价刷

新个人纪录，同时也令其成为第一位

跻身千万俱乐部的年轻艺术家。王光

乐的《水磨石2004.1.1-2004.2.5》也

以544万港元的价格刷新纪录，刘韡

的《紫气系列H2》也以340万港元高

价拍出。

但能够以高价成交的青年艺术

家作品多属个案。此次香港秋拍中，

大部分青年艺术家作品成交价格仍

在原有估价左右徘徊。对此，偏锋新

艺术空间负责人王新友认为：“那

些卖得最贵的综合因素很多， 或许

有天时地利人和在其中。因此，年轻

艺术家偶尔出现一个高价格， 并不

代表他的市场价格就是这样。 那个

高价格有它的偶然因素， 没有多少

实质参考价值和意义。 ”

华氏画廊总监华雨舟认为：

“年轻艺术家崛起是一件好事情，

但并不是说谁上了千万，谁的市场

就上了一个台阶。 ” 相比业已定型

的前辈艺术家和成熟的藏家群体，

年轻艺术家的未知性更高。 近两

年， 拍卖场上蹿出不少年轻艺术

家，一方面让人感受到市场活力和

新鲜血液，另一方面，也显现通过

拍卖进行作价的运作之手。

中国二十世纪艺术市场稳健

赵无极、朱德群两位大师的作

品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板块

的市场主力， 深受藏家及市场青

睐。 香港苏富比本次秋拍中，赵无

极的 《秋之舞》 以1700万港元起

拍，经过多次叫价最终以5200万港

元的高价槌锤。 法国二十世纪艺术

经销商塞宾在看完苏富比拍卖后

表示：“我认为二十世纪部分作品

的表现在预期之中，无论日场或夜

场。 夜场推了19件作品，重点依然

是围绕赵无极、 朱德群等大师，也

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成绩。 ”

保利香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部

分， 由常玉的《白瓶内之海芋》领

衔，1250万港元的落槌价，超出最高

估价66%。赵无极的作品《13.05.75�

-� 18.11.77》 和 《4.9.74》 分别以

1000万港元及600万港元落槌。 嘉

德 香 港 推 出 的 赵 无 极 作 品

《5.11.93》和朱德群的《吸引》，分

别以900万港元和750万港元的落

槌价， 成为本场的第一、 二高价拍

品。此外，林凤眠《渔获图》以130万

港元起拍，经多轮竞拍，最终以420

万港元落槌。 吴大羽作品《采韵系

列之罗浮梦晌》，以高于估价的570

万港元落槌。

中国嘉德当代艺术业务经理

李艳峰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早期

油画具有相对稳定的艺术史地位，

同时因其数量不多，买到真画就相

当于捡漏。 ” 二十世纪艺术作为中

国油画史的开篇，在艺术史上之地

位毋庸置疑，随着国内藏家对艺术

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学术引导收

藏的风气日益浓重，二十世纪油画

市场还将有长足发展。

收藏

连环画成拍场新宠

□萧蔷

日前， 巴黎苏富比宣布将于

2015年3月举办连环漫画主题专场

拍卖， 将上拍现当代美国及欧洲漫

画家创作漫画作品， 共计300余件，

包括插图、画作、原版作品，据称，这

场拍卖将上拍素有“近代欧洲漫画

之父” 之称的埃尔热、雨果普拉特、

恩基·比拉、贝约、米尔顿·卡尼夫等

人的作品。 拍卖会的焦点拍品将在

十月份的纽约苏富比展出。

连环画拍卖， 佳士得已经走到

前头。 今年4月，佳士得与画廊合作

举行的首次连环画专场拍卖会成交

额超过380万欧元， 约合3233万元

人民币。

这场拍卖会上拍包括插图、素

描、原版封面等近370幅连环画艺术

作品，总预估价在310万至350万欧

元之间。《丁丁在西藏》的原版插图

草图创下了此次拍卖会最高成交纪

录，成交额为289500欧元。

“小人书” 原稿最值钱

连环画也叫小人书， 发端于清

末民初画报，融汇线描、素描、水墨、

木刻、漫画、国画、彩色等多种绘画

技法。 连环画兴起于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 起初各地对连环画的名称各

自不同，上海叫“图画书” ，北京叫

“小人书” ，两广叫“公仔书” ，浙江

叫“菩萨书” ，汉口叫“牙牙书” 。

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西游

记》等画册的封套书名上冠以“连

环画” 三字，在书的广告中说“连环

画是世界书局所首创” ， 连环画的

名称或由此确定。

连环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文革前和文革后三个时期达到高

峰。 在文化读物匮乏的年代，连环

画以其丰富的内容、精湛的绘画技

艺、 生动的文字说明和低廉的售

价，成为少儿乃至很多成年人的精

神食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小人

书” 许多出自大画家手笔，如陆俨

少、程十发、刘旦宅、贺友直、顾炳

鑫、戴敦邦、汪观清等，产生了诸如

《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山乡巨

变》、《红日》、《花果山美猴王》、

《敌后武工队》、《杨家将》、《基督

山伯爵》等一众绘画精品。

文革结束后，从1977年到1985

年， 连环画再度繁荣：《岳飞传》

《铁道游击队》《热爱生命》《李时

珍》《江姐》《李自成》《伤逝》

《药》《郑成功收复台湾》等作品纷

纷问世，影响了70后一代人。

相比连环画出版物， 连环画原

稿更为珍贵。由于历史原因，很多出

版连环画的出版社都已倒闭或另立

门户，大批连环画原稿流入市场。

2012年兰亭拍卖公司拍卖的关

山月《虾球传———山长水远》原稿，

估价两千八百万， 结果以3920万元

成交。据介绍，关山月在上世纪50年

代前后曾创作过三套连环画，其中，

以黄谷柳《虾球传》第三部《山长

水远》为蓝本创作的连环画是关山

月在1949年创作的， 这套水墨纸本

连环画原稿九十四页， 真实反映出

当时香港的风土人情， 也表达了著

名作家黄谷柳创作《虾球传———山

长水远》的本意。 1949年关老返回

内地，原稿因故遗留香港，被藏家收

藏至2007年方重现人世并出版。

今年嘉德春拍在中国书画板

块，首次推出“妙笔连珠” 连环画创

作手稿专场，涵盖徐燕孙、刘继卣、

王叔晖等大师经典作品，所选《荆

轲刺秦王》、《武松打虎》、《范进中

举》、《刘胡兰》等均为人们耳熟能

详之作， 并因有确凿的出版记录而

受藏家好评， 刘继卣的三套作品

《武松打虎》故事插图手稿、《黑旋

风李逵》故事插图手稿、《说不完的

故事》故事插图手稿，分别以36.8万

元、21.85万元、20.7万元成交， 列本

专场成交价前三。

贵在画家个体创作

连环画具有较强的叙事性、趣

味性和艺术性， 因其特有的表现形

式又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每一件经

典的连环画作品， 都凝聚了创作者

的智慧和技法。看似简单的小人书，

其实制作非常繁复， 考验的是连环

画画师的画工。

从1949年到1966年，全国大约

出版了上千种连环画， 历经时代和

社会的变迁， 其存量和市场流通量

越来越少。 连环画的艺术性和文化

内涵通过画家个体创作来表现，这

是卡通、 动漫无法比拟和无法取代

的。 产量小、需求大，这便造就了连

环画收藏的巨大升值空间。

什么样的连环画值得收藏？

连环画的版本可分为民国版

(1920-1949年)、 老版 (1949-1966

年)、“文革” 版 (1966-1976年)、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版 (1976-1990年)

和新版(1990年至今)。 在众多版本

中，老版的连环画收藏价值极高。因

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

代， 连环画画家按照各自的风格特

点和擅长的绘画手法进行创作，当

时创作每部作品都坚持深入生活，

大大丰富了连环画的艺术内涵和表

现力，因此优秀作品辈出。尽管现在

很多版本的连环画价格都达到高

点，但还有一些“潜力股” ，如“80

后” 版本的 《水浒传》、《三国演

义》等都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藏家建议， 连环画收藏应首选

名家的成名作以及画风成熟时期的

作品。

连环画界名家辈出，有“四大

名旦” (沈漫云、钱笑呆、陈光镒和赵

宏本)、“四小名旦” (赵三岛、 颜梅

花、笔如花、徐宏达)和“南顾北刘”

(南指顾炳鑫，北指刘继卣)；名作有

王叔晖的《西厢记》和《梁山伯与

祝英台》、 刘继卣的 《鸡毛信》和

《东郭先生》、赵宏本的《孙悟空三

打白骨精》、罗兴的《柯楚别依》、

华三川的《白毛女》、贺友直的《十

五贯》和《山乡巨变》、戴敦邦的

《红楼梦故事》、顾炳鑫的《渡江侦

察记》、汪国新的《长江三部曲》、

墨浪的《满江红》等等。这些名家绘

制的名著，是连环画中的经典之作。

其次， 选择美展获奖作品。 从

1963年到1990年全国连环画一共

评奖四次， 共有305部连环画获奖，

如《白求恩在中国》、《赵一曼》等。

这些获奖作品画工精细，题材多样，

是连环画中的精品。近年来，上世纪

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出版的连环画

越来越受到追捧，如顾炳鑫的《列

宁在十月》、 任率英、 范曾合作的

《野心家吕后》、 贺友直的 《朝阳

沟》等。 此外，江苏美术出版社、浙

江美术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四

川美术出版社、 湖南美术出版社和

湖北美术出版社等这些出版社出版

的连环画作品画工精、品质高、名家

多，获奖作品也多。

连环画的发行存量也影响其收

藏价值。同一版本的连环画，第一次

印刷和后几次印刷的价格也有较大

区别。 收藏旧版连环画要看版权页

内容，包括版次、印次、印刷时间、印

数等，不同的版次和印次，价格相差

很大。 如195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出版的10册 《铁道游击队》，初

版是1000元， 而二版只有20元左

右；1958年版的“九品” 的《三国演

义》 曾以12000元成交， 同样的版

本，经“文革” 后多次再版，80元也

乏人问津。

圈点

微信朋友圈里那些艺术事

自家藏品为啥进不了拍卖行

□毕武英

“十·一”长假的香港，对于

艺术圈来说不是天堂，而是角逐

在三家拍卖行之间的战场，在这

里，既有买家之间为了一件拍品

的争夺，也有来自中国香港和内

地不同风格拍卖行之间的较量，

就连围观的看客，也似乎怀着押

宝的兴奋，对每件成交的拍品津

津乐道。 整整

7

天，香港苏富比、

香港嘉德、保利香港三家拍卖行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让艺术圈的

人们舍弃游山玩水，全身心地投

入到争夺艺术品的“硝烟”中去。

按照每年惯例，香港拍卖是

内地秋拍的序幕，很多媒体根据

香港的战况来推测内地艺术市

场在秋拍中的表现。 而“十·一”

之后，一直持续到

12

月底，将近

3

个月的时间内，艺术圈也许只有

一个最具重量级的话题———那

就是

2014

年秋拍，所有超出人们

想象的成交记录或者已在预期

内的天价拍品， 抑或黑马艺术

家， 都将在这

3

个月内成为一个

个话题，被不断发酵、对比和评

述。

只是，往往在热闹的拍卖背

后，总有一些落寞的人，一边翻

看刚刚成交的某件拍品，一边对

比自己手中的 “宝物”， 愤愤不

平：“为什么我的藏品几乎一样

甚至好于拍卖品，但是去拍卖行

人家就是不收呢？ ”

每年春秋两季大拍之前，藏

宝人往往会怀揣自己的藏品辗

转于各个拍卖行，他们对自己的

宝贝有着毋庸置疑的信心，理由

往往是“某知名博物馆的知名研

究员看过的”、“有某专家出的鉴

定证书”、“去年某拍卖行就来找

过我， 我没给他们”。 在他们看

来，媒体一直在说近两年拍卖行

日子不好过， 总是征集不到东

西， 但为什么自己去了拍卖行，

人家看过自己的“宝贝”后，只扔

下一句话：这东西我们拍不了。

其实，这句话一般包含两个意

思。 一是这件东西尽管藏宝人自认

为具有不可辩驳的真实性，但其实

是一件赝品或存疑作品，拍卖行不

会明说“您这东西是假的。 ”二是这

件东西市场行情不好，卖不出高价

或找不到买家，拍卖行不愿意浪费

自己的经营成本。

这两层意思中，大多数的藏

宝人最不能接受的是自己的东

西是赝品， 但除了拍卖行的人

的确看走眼或者业务不纯熟，

把真东西当作赝品。 很多情况

下，拍卖行拒绝你，是因为你的

东西不对。

为什么被拍卖行定假的东

西， 在其他鉴定机构或者专家那

里会定真？ 首先，到目前为止，中

国没有一个权威的鉴定机构为艺

术品定真假。 市场上诸多鉴定机

构出具的各种证书其实都不具备

法律效益， 一些机构只要付费就

能给你出具保真证书。 其次，随着

艺术品市场活跃， 造假市场也日

益猖獗，造假技术层出不穷，很多

高仿作品， 甚至可以骗过博物馆

研究员的眼睛。 最后，所谓“去年

某拍卖行就来找过我， 我没给他

们”，很可能找上门的拍卖行是一

家很不知名的拍卖行， 或者被业

内称为“图录公司”的拍卖行（即

通过拍卖前期收取高昂的图录费

牟利， 并不依靠拍卖赚取佣金），

而正规的拍卖行只有在成交后才

向送拍人收取图录费， 没有成交

是免收图录费的。

尽管如此，很多人在被拍卖

行一次次拒绝后，并不认为自己

的东西出了问题，而是认为拍卖

行难打交道。 真实的情况是，如

果真是好东西， 拍卖行一定会

收，因为它是一个靠赚取佣金生

存的机构，不会将送上门的生意

拒之门外，只是，自

1993

年出现

拍卖市场以来，经过

20

多年的淘

换，流落在民间可挖掘的艺术品

已经被不断送入藏家手中，并沉

积下来，出现在市场以及民间的

已经不太多了。

另一方面，拍卖行每年花在

巡展、图录印制、宣传等方面的

成本非常高昂，一件拍品如果成

交低于十万元，对于一些大的拍

卖行是难以为继的。 所以，尽管

几千乃至几万元的艺术品交易

群体很大，但并不是拍卖行锁定

的目标。 因此，他们将很大的精

力放在让大藏家出货高价藏品，

放量到拍卖市场中，而不是去民

间一两万元的藏品市场中花费

巨大精力海选出他们所需要的

拍品。因为这些在藏家手中的拍

品，拍卖行能够追溯渊源。

这，就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