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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云流水 ——— 熊广琴新作展

“行云流水 ——— 熊广琴新作展”在北京开幕。

7月19日下午3时，中国国家博物馆专职画家熊广琴，

应邀在北京兰韵美术馆展出80余幅绘画新作。 熊广

琴是一位多年来在绘画、书法和文章等几个方面用功

修炼的画家，其作品深具传统功力和现代性表达，独

抒性灵，个性鲜明，在当代中国写意花鸟画坛独具一

格，潇洒中透着年轻人少有的书卷气和古意，笔墨凝

练清新单纯，风格清逸，简约高华中透着几分现代意

韵和博雅精神。 此次展出作品更加突显其个人风貌

和品格，展览至8月10日结束。

春生夏长———吴楠、金泽友那

新水墨双个展

由北京和光自在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主办，山

东上青艺术空间及山东青州赏雅画廊协办的 “春生

夏长———吴楠、金泽友那新水墨双个展” 于2014年7

月19日在山东上青艺术空间开幕。 此次展览呈现吴

楠和金泽友那两位年轻艺术家的新水墨作品。他们的

作品以各自不同对水墨理解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水墨

形态，此次展览也作为窗口，把两位年轻艺术家的思

考和实践直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吴楠的作品继承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多元化特征，

他将自身对传统水墨的审视和思考结合到当代水墨的创

作实践中。 对于他的作品来说，传统和当代之间的界限似

乎是模糊的，而水墨的边界似乎是圆润和暧昧的。日本艺

术家金泽友那留学于中央美术学院， 她的作品以细腻和

淡雅为要素，温润的墨色将空间和时间概念进行混合，营

造一种弥漫的、柔软的状态。她在作品中摒弃固有的冰冷

生硬的破立关系，继而把真实可辨的边界做了独到拓展。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2014年8月19日。

得于象外———张晖中国画作品展

由辽宁省美术家协会、鲁迅美术学院主办，辽宁

省博物馆承办的“得于象外———张晖中国画作品展”

将于8月9日至24日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 此次展览

共展出张晖教授百余幅作品，除张晖教授近年的新作

外，还展出作者不同时期的代表作，是画家一段时期

绘画的集中展现。 张晖教授的绘画取材广泛，形式丰

富，并且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表现手法，是辽沈地区中

青年画家的佼佼者。

霍柏演义：名画演义第一回

由世界军事美术广场主办、邢俊勤艺术工作室出

品的《霍柏演义：名画演义第一回》于2014年7月12

日在798艺术区内开幕，展览将进行至8月12日。 此

次展览共推出艺术家邢俊勤“名画演义”系列中最具

代表性的“霍柏演义” 创作原作品8幅。

演义，“谓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 ，通常指以史实

及传说为基础作出不同程度的虚构且多侧重于政治

军事斗争的章回体小说。 本次展览分为三个部分：第

一部分是艺术家邢俊勤对霍珀作品进行的挪用、改造

和解构；第二部分是艺术家邢俊勤在多年研究霍珀的

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霍珀画风的影响；第三部

分是对“经典样式” 的展示，即霍珀本来作品的一个

陈列，以及受到霍珀影响而产生的电影作品，希望观

众去大量阅读美术史中的“名作” ，也去感受“经典

样式” 对于视觉领域持续性的影响和启示。

“传奇丝路·艺术甘肃”

中国近现代/当代书画艺术联展

2014年7月19日， 由甘肃中贸集团投资创建的

“中贸CVC艺术空间” 正式落户北京三里屯世茂国

际中心四层。 这个拥有近3000平方米专业展厅的艺

术空间，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幕展———“传奇丝

路·艺术甘肃” 中国近现代/当代书画艺术联展。 中国

近现代及当代部分的参展作品，均为甘肃中贸集团多

年来投资收藏的艺术精品，这些收藏几乎囊括了近现

代中国画坛近半数书画大家的馆藏级名作，如潘天寿

的《英雄图》、陈大羽的《报春图》、宋文治的《运河

两岸春意浓》、黄永玉的《故乡之忆》等诸多艺术家

的扛鼎力作，重现了诸位艺术大家创作生涯中的巅峰

时刻。此外本次艺术联展还力邀甘肃省内最具实力的

18位书画名家为本次展览进行专题创作。

理财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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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标

苏富比携手

eBay

两大巨鳄“圈地” 网上竞拍

□

李转丽

近日， 世界顶级拍卖行苏富比

发表声明称， 将携手全球最大在线

交易市场eBay联手开创一种可以令

全球百万人更加轻松地发现、浏览、

购买艺术品、 古董以及其他收藏品

的网络平台。

此消息一出， 苏富比股价的上

涨幅度甚至超过了1%。

强强联合，逐鹿艺术品网“战”

自1995年， 美国成立第一家艺

术品电子商务网站Artnet.com至

今，艺术品电子商务网站迅速成长，

在国内外形成几十万家的庞大规

模。 面对艺术品电商的攻城略地，很

多传统艺术品拍卖公司也纷纷把平

台转向虚拟互联网数字领域， 各方

资本也频频入手， 大家都想争抢艺

术品电商这块大蛋糕。

苏富比这次与eBay的合作，瞄

准的便是1.45亿的活跃购买用户。如

此巨大的消费群体，只要深度挖掘，

将给苏富比带来广阔的市场前景。

艺术品电商交易，不仅打破了人群、

价位、时间乃至空间的限制，同时也

给崛起的后起新秀———网上活跃的

年轻实力买家有了涉足顶级艺术品

的机会， 正如苏富比首席营运总监

布鲁诺·芬奇格拉 (Bruno� Vin-

ciguerra) 所说：“有鉴于艺术市场

的发展趋势、 新一代科技发展以及

合作双方的实力， 相信现在正是开

展这项网上合作计划的良好时机。

我们期待与eBay携手把苏富比的拍

卖带给更宽广的群体， 让全球各地

的收藏家均可参与其中。 ”

艺术品线上交易旺盛

国内此前也有一个类似的合

作，即易拍全球与Invaluable的强强

联合。 易拍全球是亚太唯一的全球

古董及艺术品在线交易平台， 它在

亚太地区首创了全球艺术品在线交

易的平台化电子商务新模式。 In-

valuable则是全美领先的在线艺术

品交易平台。

易拍全球副总经理李蓓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眼下， 社会需求

非常旺盛，很多买家愿意从海外回流

中国， 还有圈子外新的财富人群加

入。 据统计，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已

经达到39%，而这39%里面有68%的

人愿意花自己收入的10%来收藏艺

术品。 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李蓓

表示，中国和美国占据全球艺术品拍

卖市场的2/3，中国已连续第4年成为

艺术品拍卖成交额最高的国家。 同

时，海内外针对中国文物艺术品在全

球范围内的市场趣味存在明显差异。

所以，中外合作非常有必要。

Invaluable� CEO罗伯维斯伯

格则对记者强调， 中外合作对双方

而言都是非常有益的， 有助于增加

资源的流动性。“我们是通过拍品的

佣金来获得营业收入的， 所以我们

希望中国为西方的藏家提供一些商

品， 也希望有更多的商品提供给中

国客户， 同时中国也可以回流一些

古董艺术品。 从西方来讲，他们可以

获得亚洲拍卖平台上的这些藏品。

所以对供需双方都有非常好的促进

作用：藏品增加了，拍卖交易多了，

我们双方的盈利也会相应增加。 ”

国内首家无缝结合传统收藏与

电子商务公司———赵涌在线的创始

人赵涌认为，“苏富比在网络竞价和

电商方面相对落后， 所以与ebay合

作作为电商的突破， 而且从战略合

作层面， 有助于提升双方的品牌价

值；同时，社交网络发展之后，互联

网产品本身如何发展也要接受挑

战，苏富比需要ebay的流量，ebay需

要品牌的提升。 总体上这次合作实

现双方加分， 对收藏和艺术品市场

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

面对巨鳄，机会还是绝境

面对两大巨头的强强合作，有

不少业内人士担心对网上竞拍形成

垄断， 正在成长中的中国艺术品电

商有可能遭遇强敌。 也有人认为，此

言过于危险耸听。 苏富比和eBay的

合作反而能给中国艺术品网上交易

树立榜样，有利于我们从中学习，发

展壮大。

“从目前的架构来说，我持谨慎

乐观的态度。 从交易和商业模式上

ebay也有一定的瓶颈， 因为ebay已

经是上一代电商， 苏富比也是偏传

统的交易模式。 所以，我觉得双方的

合作需要跨越一些门槛， 两种用户

体验和需求完全不同， 需要一定时

间过渡。 ”赵涌认为。

“ebay跟苏富比的合作，主要强

调的是实时竞投， 也就是ebay的用

户通过ebay提供的技术， 参与到苏

富比的常规拍卖中去， 而不是他专

门为ebay举办纯线上专场。” 艺术圈

最大的微信拍卖群群主胡湖认为，

ebay和苏富比的合作， 与国内拍卖

行和电商合作的模式有着显著差

异。“苏富比向ebay用户开放日场拍

卖，让ebay用户直接参与常规拍卖，

选择从常规拍卖切入，我个人认为，

相对比较正确。 因为， 从拍卖的角

度，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投资属性，

拍卖行线下征集的作品都更具吸引

力。 也就是说，一般拍卖行都会选择

更好的拍品放到线下来拍卖， 而把

中低档的拍品放到纯线上专场。 事

实上，对于客户来说，无论财富积累

如何，始终都向往最好的艺术品，这

就是艺术品市场的一个特征。 所以，

苏富比选择把自己的日常拍卖开放

给ebay用户， 我觉得在关注度上应

该远超过那些纯线上拍卖。 ”

在胡湖看来， 艺术品的线上销

售， 需要一个具有良好信誉的艺术

机构背书， 这是艺术品与大众消费

品电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目前这

个阶段， 在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纯线

上艺术品买家人群形成之前， 由专

业的公司组织拍品还是一个比较正

确的选择。 ”

圈点

微信朋友圈里的那些艺术事

土豪斗士刘益谦

□

毕武英

这一周的艺术圈注定是属于藏

家刘益谦的。

这位收藏圈的传奇人物虽然从

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已经是各大拍卖

行封面拍品的主要买家之一， 但近

20

年的时间都是低调行事。 直到前

两年频频出现的亿元拍品将拍卖市

场炸开了锅， 媒体才将这位仅一个

拍卖季就投入艺术品市场好几个亿

的大买家从幕后挖了出来。

令媒体惊喜和意想不到的是，

被曝光的刘益谦， 竟然就是一颗优

质的、可以不断引爆的新闻“炸弹”，

他的话题性、 争议性， 以及口无遮

拦、我行我素的真性情，一不留神就

将艺术圈炸得七荤八素。

刘益谦的争议在于他的小学文

化学历和高投资智商之间的巨大落

差大大超出了公众所能接受的心理

底线和理解范围，所以

20

多年他对艺

术品的天价购藏，更多的人们宁愿相

信是土豪“钱多、人傻”的盲目投资，

仿佛将刘益谦与文化艺术扯上关系

就侮辱了人们对艺术的理解。

所以，

7

月

18

日， 当刘益谦在香

港从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仇国仕手

上接过他花

2.81

亿港元拍回的明成

化斗彩鸡缸杯的时候， 酸葡萄心态

已经在看客之中暗暗滋生， 偏偏刘

益谦没有把众目睽睽当作一回事，

在无数的镁光灯前， 悠闲地在亿元

天价斗彩杯中倒了一杯茶， 然后一

口喝了下去，这一口，便成了“罪”。

那天，微信朋友圈的屏被“刘益

谦喝茶照”刷爆。

有人认为他不尊重文物，还有人

认为他亵渎了文化， 就连英国的一家

刊物也看不下去了，报道称“一名中国

亿万富豪最近花

2000

万英镑购买了一

只明朝‘鸡缸杯’，并当场用此杯饮茶，

此举让整个艺术界大跌眼镜。 中国社

交媒体网站微博的一位用户说：‘你以

为你用了此杯就会流芳百世？实际上，

这只不过是你满足虚荣的一种方式。’

另一位写道：‘没有任何文明人会这样

对待一件文化珍品。 ’”

而山寨制造者们此时迅速嗅出

了商机， 一家淘宝店赫然打出了这

样的广告“苏富比同款特价鸡缸杯，

18

元过

2.8

亿的瘾”，网店的照片一张

是粗制滥造的“鸡缸杯”，一张是刘

益谦捧着

2.8

亿杯子喝茶时的享受表

情。 引得刘益谦都戏称“这年头，喝

口茶都要被放大。 ”

7

月

20

日， 刘益谦在朋友圈为自

己的“那一口”解释。“好奇心作怪，在

香港交接鸡缸杯时，忍不住用鸡缸杯

喝了口普洱茶，现在想想自古杯子都

是用来喝茶喝酒，但用一件文物来喝

茶，的确不尊重文物，很多朋友及媒

体朋友也好奇地问用鸡缸杯喝茶的

感觉？ 人生每天都是

24

小时，用什么

工具喝茶不会改变茶的原味。 ”口气

和一个月前北京保利拍卖预展现场，

他在一场演讲时面对几百听众说“我

就是土豪！ ”般轻松自如。

两天后，喝茶事件继续发酵，各

类有关刘益谦的褒贬不一的文章不

断涌出。

22

日，刘益谦再次在朋友圈

提到此事。 “当你讥笑一个人‘有钱

没文化’时，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个

人与文化的物理距离，比你近得多，

而他的烧钱之举，就文化发展来说，

有时又是十分有益的。 就好像当初

的‘扬州八怪’，那些追捧的盐商们，

很难说真懂文化； 但如果没有盐商

的追捧，又未必会有八怪的传世。 ”

一针见血地狠狠扎了舆论一针。

就当一切还在向轻松娱乐方向

发展时，一位惯靠偏激言论吸引眼球、

借以提高自己知名度的人发表名为

“

2.8

亿鸡缸杯背后的合法洗钱”一文。

而此时，刘益谦一改之前“鸡缸杯

喝茶”事件中与舆论调侃的轻松态度，

7

月

29

日，他在自己的朋友圈和公开网

络平台上迅速发表声明：“近期， 有署

名‘江因风’者借网络平台，发表‘

2.8

亿

鸡缸杯背后的合法洗钱’一文，文理粗

陋。 该文诬称本人在艺术品市场制造

‘天价假拍’公然诋毁本人声誉，涉嫌

诽谤。 本人已委托上海泰吉律师事务

所肖国兴律师追查并通过司法途径追

究刑责。 特此声明，以正视听。 ”

此时的刘益谦，更像自己二妹在

微信中描述的那样“似乎他的每个举

动，都会引来不小的非议。 我常替他

受到病态的攻击而感到不值，我也怀

念回不去的单纯的快乐， 他却说：收

藏家都是艺术品的传承者，而非拥有

者。 在各自传承的时间段内，如能将

艺术品发扬光大， 是收藏家的万幸。

喝茶事件后， 他被称为 ‘中国式土

豪’。 但在我眼里， 这正是他潇洒随

性、难得可爱的一面。 他身上带着那

些自诩‘文化人’所不及的气：正气、

义气、大气！‘土豪’不是一天炼成的，

你们看不见成为土豪路上的荆棘密

布和腥风血雨，他是一名斗士，从来

不向所谓的权威妥协。 ”

披上战袍的刘益谦，比我们离文

化更近，也比我们离非议更近，即便是

土豪，也是一位有勇气的土豪斗士。

收藏

存钱不如存纸 老宣纸成新宠

□

萧蔷

“轻似蝉翼白如雪， 抖似细绸

不闻声。 ” 有着“纸中之王、千年寿

纸” 之称的宣纸，渐渐淡出普通书

写工具序列， 成为书画家和收藏家

的高阁珍品，乃至拍卖市场的宠儿，

收藏功能已大于实用。 近期收藏品

市场上，一刀2003年“红星” 牌4尺

净皮单宣当年市价不过600元(每刀

100张)， 如今市价至少3000元，10

年时间涨了4倍。

宣纸传奇千年不绝

宣纸“始于唐代、产于泾县” ，

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 故因

地得名宣纸。 也有人根据清代邹炳

泰所著《午风堂丛谈》称“宣德纸”

为“宣纸” ，认为宣纸之“宣” ,� 取

自宣德年号。

宣纸最早的记载见于唐代，

《旧唐书》 说宣州每年通过漕船向

李隆基献奉纸笔； 而宋代书画的繁

盛直接带动了宣纸的大规模生产。

曹大三成为宣纸制作的集大成者。

山水画派的出现， 打破了宫廷工笔

画的桎梏， 追求写意和泼墨豪放的

笔法， 对纸张的需求量和质地要求

都在不断提升。 诗书传家的徽州商

人“千金难求江东纸” 。曹大三取当

地之长，开设造纸作坊，日积月累，

成为小岭第一大族。 曹氏家族在近

八百多年的传承中， 将造纸的技艺

提升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到了明代，

“江东纸已无人问津， 当世第一推

曹氏” 。 但是除了族谱，宋代文献对

曹氏宣纸只字未提， 就连中国古代

工艺大全的《天工开物》也未见记

载。 古老的行业传承制度使造纸技

艺密不外传。 元代山水画派的遗韵

散落江南，以黄公望、吴镇、倪瓒、王

蒙四人为代表的写意画派， 寄情山

水， 借助宣纸的润墨性和张力完美

地呈现山水意境之美。 推崇者纷至

沓来，宣纸因而大放异彩。

到了明代， 官府对于文化产业

的扶植，使宣纸更上一层楼。明未吴

景旭在《历代诗话》中写道：“宣纸

至薄能坚，至厚能腻，笺色古光，文

藻精细， 有贡笺、 有棉料， 式如榜

纸。 ” 宣纸被称为“宣德贡笺” ，与

宣德炉、宣德瓷齐名，统称为“宣德

三宝” 。 宣纸的名称也由此确立。

现当代书画大家对宣纸推崇备

至。以浓墨构图著称的李可染称，宣

纸满足了中国画对于虚实、有无、黑

白、远近、疏密、远近等方面的要求，

他对宣纸要求极高，喜欢厚重、能存

墨、耐擦力强的纸张。 他定制的“师

牛堂” 宣纸，在今天的收藏市场上，

早已有价无市。

宣纸为何越陈越好

宣纸适合保存， 一张宣纸可以

保存800至1000年， 而且越老越适

于书写。业界默认的期限是5年以上

的即可称为“陈纸” 。

史料印证， 清朝琉璃厂有少量

古旧宣纸面市，位列“文房四宝” 。

崇文门外的“鬼市” 上，可以寻觅到

南纸、宋纸，购者不为自用，或者为

求大家书画，或者为了书画作伪。由

于宣纸收藏的寓藏于用， 目前市场

上清朝以前的名宣已经绝迹， 就是

清初的“清水加重冷金” 纸、“淳化

宣御制笺” 、乾隆花纹笺、清中期的

“玉版宣” 、清末“露皇宣” 等，也已

成珍稀。

专家认为， 刚生产出来的纸还

有火气，纤维还不够绵润结实，随着

存放时间的累积， 纸纤维在空气中

自然氧化，绵润的感觉越来越好。不

同存放时间的宣纸，润墨效果迥异，

这就是陈年老纸受到书画家追捧的

原因。 宣纸从原材料的制作到成品

大约需要三年， 稻草放在室外的石

滩上日晒雨淋， 利用自然光照达到

自然漂白和醇化效果， 宣纸成品的

存放就是让纸纤维进一步醇化，达

到理想的润墨效果。

墨分五色总需好宣纸。 圈内人

言， 很多画了几十年的画家也并不

知道， 他们一直使用的并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宣纸。现在市面上的100张

纸中，不到20张是宣纸，其余80张只

是书画纸。 书画纸只是在纸浆里加

了一些稻草制成， 其最大的缺陷是

不晕墨。 中国水墨画适合在好纸上

表现，运笔效果才好。正如好的瓷器

放了几百年后越来越美， 就是因为

材质烧成后还在继续氧化。

收藏宣纸四要则

2012年春拍， 北京都市联盟拍

卖公司推出 “中国陈年老宣纸专

场” ，宣纸首次专场拍卖。150余刀以

“红星牌” 为代表的陈年老宣纸拍

得265.7万元。 不仅所有标的百分百

成交，并且创下多项新纪录。 仅有一

刀存世的“红星牌” 公私合营时期的

四尺黄料夹宣， 以38万元落槌价夺

魁，4卷明清时期的古代贡纸拍得10

万元；一刀“红星牌” 净皮四尺单宣

拍得16万元， 其同批次纸曾经荣获

1984年国家质量金奖。

圈内人提醒，收藏宣纸一则要找

正宗的传统名牌， 以质地纯白细密、

纹理清晰、绵韧者为佳。 制作宣纸的

主要材料之一就是青檀皮，但即便都

是使用青檀皮，如缺乏原产地独特的

气候和地理环境，青檀皮的品质也不

一样， 所生产出的宣纸有很大区别。

按2008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宣纸

国家标准,只有采用产自安徽省泾县

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青檀皮和沙田稻

草，不掺杂其他原材料，并利用泾县

独有的山泉水，按传统工艺、配方生

产的纸才能称为宣纸。

宣纸的生产需要18道工序 ，

100多道操作过程。宣纸按原料分为

绵料、净皮、特种净皮（简称特皮）

三大类。一般来说，棉料是指原材料

檀皮含量在40％左右的纸，较薄、较

轻； 净皮是指檀皮含量达到60％以

上的； 特皮是原材料檀皮的含量达

到80％以上。皮料成分越重，纸张越

能经受拉力，质量也越好。檀皮比例

越高， 越能体现丰富的墨迹层次和

润墨效果，越能经受笔力反复搓揉。

特净即特种净皮主要用来创作大写

意，净皮用于花鸟之类的小写意，棉

料一般用于书法。

据业内人士介绍， 由于沙田稻

草需要在室外摊晒，场地空间大，制

作周期长， 现在除了红星等几个大

品牌在原料上使用青檀皮和沙田稻

草外， 大部分小厂和小作坊通常使

用龙须草等现成纸浆加入少量青檀

皮制作“宣纸” 。

二则要整刀收藏。 宣纸一般是按

刀生产包装，每一刀都配有合格证、印

章等可证明其产地及生产年份的标

志。 整刀收藏，来源、年份信息明确。

三则注重品种。棉料、净皮、特种

净皮三大类宣纸， 规格有4尺、5尺、6

尺、7尺、8尺、丈二、丈八等，又有单

宣、夹宣等，还有生、熟宣之分。 成纸

以后，再加工的有冷金、虎皮、云母、

煮锤等几十种。 市面比较珍贵的有

“蜡笺” 、“粉笺” 、“粉蜡笺” 、“彩色

粉笺” 或“彩色粉蜡笺” 以及“酒

金” 、“描金粉蜡笺”等深加工产品。

四则注重特色。 目前宣纸每年

的产量不到千吨， 大部分在国内市

场销售， 大致分为书画界用纸和特

种纸两大类。 藏家在收藏普通宣纸

的同时，应该把重点放在批量小、有

主题的特种纸上。

据介绍，1999年时泾县的中国宣

纸集团公司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

年专门出品的主题宣纸， 当时出厂价

一刀3000多元，现在市场上最高能卖

到2万以上。 香港回归纪念版宣纸，出

厂价一刀2800元，如今涨到1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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