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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广慈个展———终北国

“瞿广慈个展———终北国”近日在今日美术

馆揭幕。 此展作为今日美术馆年底收官大展，由

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担任策展人，以温度、能量

与态度为策展线索， 完整地呈现了艺术家近20

年来对艺术的思考，是探索以及再现其生活脉络

的一次详实的整理与综述。 这也是瞿广慈继

2012年上海个展《大饭局》系列后再度推出的

大型个展。 展览将持续到12月13日。

怡云———朱卫新花鸟画作品展

朱卫新选择的写意题材多为常见的花木，书

写时既重视自然状貌的似，但又不受真实自然的

局限，随情意而折枝组合，在画面上多作直立舒

展状和向外扩展之势， 藤蔓多作环绕奔放之态，

花与叶多作墨与色变化之趣，其笔下的艺术形象

突出醒目，因空白而彰显博大无限。

展览时间：2014年12月6日-12月11日

展览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一得阁书画

城5层艺融美术馆

陶泳-2014杜小同作品观摩展

正观美术馆于2014年12月14日至2015年1

月1日举办 “陶泳-2014杜小同作品观摩展” 。

“陶泳”二字出于石涛语录。“夫画，天下变通之

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

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墨以写万物而陶泳乎我

也。 ” 可见“陶泳”意即“唯心” 与“乐心” ，是一

种典型的文人精神。

杜小同的语言体系根植于中国传统流变的

活水之中， 并广泛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的营养元

素，积三十年努力渐长渐成。一方面，从宋元文人

笔墨精神到长安画派的表现力量，从徐蒋的现实

主义到李可染、卢沉创立的造型体系，中国画的

滋养丰富而深厚；另一方面，从印象派、野兽派到

立体主义，从几何抽象到抽象表现，从绘画到雕

塑，从观念到方法，他在西方艺苑中撷英集萃。此

次展览是杜小同首个个展，是其近几年艺术探索

的集中呈现。

构设之架———康海涛近作展

力利记艺术日前隆重推出由独立策展人鲍

栋策划的“构设之架———康海涛近作展” 。 康海

涛于北京及香港举办过三次个展， 均以夜晚风

景作品为主， 而此次展览为康海涛首次抽象作

品个展， 展出了艺术家自2005年至今近20幅抽

象作品。

康海涛的这些“抽象”作品是从他的写实性

绘画中发展出来的，他从写实题材中剥离出风格

与方法，也压缩了色彩与形式，但又保留了“夜

景” 系列中的诸多因素，比如空间感、透光感以

及深色背景。 尤其是在一些卡纸上的作品中，颜

料材质薄涂带来的透明感与“夜景” 系列中的空

气透光感呈现着一种内部的默契。

《塔山四面记》成交过亿

保利秋拍续演秋拍传奇

日前， 在北京保利2014秋季拍卖会古画夜

场拍卖中，经《石渠宝笈》著录的乾隆帝御笔手

卷《白塔山记》，以人民币1.01亿元落槌，加佣

金成交价为1.1615亿元， 创造2014年度全球中

国书画拍卖价格最高纪录， 成为全年内地拍卖

市场上唯一过亿作品， 也刷新乾隆帝个人作品

拍卖纪录。 当晚的古代书画夜场成交总额达到

2.43亿元。

此件著录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乾

隆皇帝亲笔御书《白塔山记》，总共五卷，包括

《白塔山总记》、《塔山东面记》、《塔山西面

记》、《塔山南面记》、《塔山北面记》。 此次上

拍除《塔山东面记》的其他四件，此四卷的聚

首实属不易，此作原存于永安寺，后散失于各

地,如今四卷终于重新聚首出现于拍场，极为

难得。

黑白之境

上舍空间与《新视觉》杂志共同推出“黑白

之境” 展览，展出了梁铨、张羽、刘旭光、秦冲、王

天德、姜吉安、赵露七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次

联展， 让我们既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

同时也感受到当代语境下形式与观念的多元化，

一个具有“黑白之境” 的哲学世界。 展览将持续

至2015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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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标

装置艺术会是下一个市场热点吗

□

辛晴

第二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

论坛（上海）暨2014年中国国际装置

艺术展近日在上海龙美术馆举行，此

次论坛旨在推动当代艺术形态的多

元发展，发掘有潜力的青年装置艺术

资源，完善中国当代艺术格局。

如今， 装置艺术正在艺术生活

化、 生活艺术化的过程中扮演举足

轻重的角色。 作为一种空间艺术，它

不拘泥于材料和艺术语言的选择，

只在乎艺术理念的表达， 其发展速

度让人侧目。 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

天，不到三十年，它已经从美术馆的

现实殿堂“出走” 到公共空间，成为

美学消费品。

装置艺术挑战大众审美

“马奈抛弃了明暗技法，塞尚抛

弃了线形透视， 立体派抛弃了欧式

几何空间，早期抽象派抛弃了具象。

这些抛弃被记录在一系列艺术杰作

中，构成现代性的案例，并受到‘最

后’ 一次抛弃的重新审判，这就是杜

尚对绘画本体的抛弃……” 毫无疑

问， 装置艺术在今天的火热得益于

现代艺术鼻祖杜尚的名作“泉” ：一

件商店里可以买到的普通的搪瓷小

便池，被他引入艺术殿堂，成为艺术

史上的经典。 它的原作虽然已经遗

失，但这座小便池的“复制品” 分别

藏于旧金山现代美术馆、 费城美术

馆、 蓬皮杜艺术中心以及英国泰特

现代美术馆， 在全世界几个最知名

的博物馆机构当中接受公众的参

观，对公众“什么是艺术品” 的审美

习惯提出颠覆性挑战。

艺术圈广为流传的一个例子是，

“如果， 你在展览中看到一堆垃圾，

你会告诉你的同伴：我在展览中看到

一堆垃圾。 ———如此而已吗？可能连

你自己也不满意这样的回答。 所以，

更加可能的是， 你这样告诉你的同

伴：一堆垃圾居然也可以在展览中展

出！ 它是一件艺术品吗？ 多么奇妙的

事！ ”装置艺术的出现带来了一种全

新的艺术形式，构成了现代艺术上的

革命。

对比绘画的平面特质，装置艺术

不仅进入了三维世界，更成为了超越

三维实体的存在。

装置艺术的市场价值

在“2014年中国国际装置艺术

展” 展览期间，第十届上海双年展

也于2014年11月23日至2015年3月

31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

其主题为“社会工厂” 。 展览中，由

60个电话机组成的 《1999声音装

置》不由让人想起1989年中国现代

艺术大展上名噪一时的肖鲁的《对

话》：两个并列的、相距不到一米的

玻璃电话亭里， 各有一男一女打电

话的背影，但是，电话亭之间的红色

电话机上，话筒从桌上垂下来，孤零

零地悬挂着。遗憾的是，作者在展览

开幕两小时后对着电话亭开了两

枪，造成展览被迫休展。据肖鲁女士

回忆， 她是对准电话亭里那面镜子

所反映的自己开枪，类似于自杀，是

在用开枪这个行为完成 “对话” 这

件作品。

尽管展览停办， 这件作品仍然

成为藏家追逐的目标。 在拍卖场上

两度上拍：2006年11月中国嘉德国

际拍卖公司举办了首个中国当代艺

术的独立专场，肖鲁的《对话》作为

装置艺术作品以150万元起拍，最

终以231万元人民币成交， 成为首

件超过百万成交价的中国当代装置

艺术作品。 2010年12月，上海泓盛

拍卖公司在其秋季大拍中， 又将

《对话》作为摄影或录像作品拍卖，

估价36-46万元，结果以40.25万元

成交。

“他们（装置艺术家）没有在传

统艺术的温床上生存， 而是大胆创

新， 表现出一种牺牲精神和探索精

神，同时，装置艺术的材料来自生活，

其中浸透着人民的情感。 ” 中国美术

馆馆长吴为山在2014年中国国际装

置艺术展开幕的讲话中，对装置艺术

家们表示了肯定和敬佩。

装置艺术的收藏潜力

“对比国外近百年的发展史，装

置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从

1985年来京展出的 ‘劳申伯格作品

国际巡回展’ 开始的。 但这是劣势也

是优势。 ”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化创意

与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蔺道军介

绍，“劣势在于， 装置艺术在国外已

经成为主流的观念性艺术之一，而在

中国，大家的关注点还停留在传统的

绘画上，装置艺术的市场价值还没被

认可。但想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时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状况，也许这

正是购入装置艺术的好时机。 ”

蔺道军介绍，当时一些国外藏家

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入完全没有市

场化的当代艺术作品，等到国内当代

艺术市场活跃之后再以翻番的价格

转手卖出。 如今的装置艺术也是如

此。 “首先，国外的收藏系统已经将

装置艺术纳入其中。威尼斯、圣保罗、

卡塞尔等国际大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的是装置、摄影等当代艺术而非架上

绘画。 其次，国外关于装置艺术的展

览也相当频繁。 据报道，美国圣地亚

哥当代艺术博物馆在1969年至1996

年期间， 就举办了67次装置艺术展

览。 再者，国外的拍卖市场也相对成

熟。 就在2006年纽约苏富比春拍上，

绝大多数的装置艺术都拍得非常成

功。 张洹的《和平》估价15—20万美

元，最后拍出40.8万美元。徐冰的《会

飞的鸟》拍出337万元，艾未未的《中

国地图》以188.6万元成交。 ”

蔺道军直言，国内市场的不成熟

造成国内的很多装置艺术家直接和

国外画廊、博物馆、基金会等合作，出

现墙内开花墙外香局面。 “但是，一

旦海外收藏家收藏装置作品形成成

熟的市场，显现升值效应，国内的收

藏家就会跟进。 但到那时，这些作品

会比现在升值很多。 ”

收藏

名表收藏告别土豪时代

□萧蔷

日前，苏富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

拍卖会上， 一块百达翡丽怀表拍出了

2320万瑞士法郎的高价， 约合人民币

1.47亿元， 创造了表类拍卖史上的最高

价格， 打破了十五年前它自己创下的

1100万美元的钟表拍卖世界纪录。

收藏级瑞士名表历经世界经济的

潮起潮落，价格抗跌，与普通名表市场

起伏形成鲜明对照。 随着与国际收藏标

准的逐渐靠拢，国内名表收藏正在告别

土豪时代。

瑞表不再“中国年”

2011年是瑞士名表的 “涨价年” ，

也是瑞士名表的“中国年” 。 经过十年

的高速增长，亚洲成为2011年最大的瑞

士钟表消费市场,中国人买走了瑞士一

半的腕表。

历 峰 (Richemont)、 斯 沃 琪

(SWATCH)和路易威登(LVMH)，这三大

瑞士钟表集团都已进入中国市场。一些世

界名表，如百达翡丽（PatekPhilippe）、

江诗丹顿 （VacheronConstantin）、爱

彼 （AudemarsPigeut）、 宝 珀

（Blancpain ， 原名勃朗派埃 ） 、伯

爵（Piaget） 、 萧 邦（Chapard） 纷

纷进入中国内地开设门店 。

中国市场需求甚至已成为瑞士主流

钟表业的风向标：材质由白金换成粉红

金；女款表愈发小巧、表面更炫目，表背

的浮雕纪念图案和LOGO更大； 更多的

命名开始与“8” 关联；更多的限量版，

甚至潜水码表的计时表圈上也镶满钻

石，还做成背透的款式，因为“中国人喜

欢” 。 瑞士表厂家出现了诸多违反常规

的设计，他们知道：相比诸如计时码表、

月相、万年历等“华而不实” 的复杂功

能，超薄、贵金属、镶钻才能让中国买家

觉得“物有所值” 。

近年内地瑞表市场逐年降温。 2013

年，瑞士手表对华出口下降12.5%，作为

瑞士手表最大的市场，香港的销售也下

降了5.6%。

价值源自传统手工

在市场竞争中，名表消费形成公认

的序列：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江

诗丹顿 (Vacheron� Constantin)、爱彼

(Audemars� Piguet)、 宝玑(Breguet)、

万国 (IWC)、 伯爵 (Piaget)、 卡地亚

(Cartier)、积家 (Jaeger� LeCoultre)、劳

力士 (Rolex) 和芝柏 (Girard-Perre-

gaux)。

与普通消费市场不同，拍卖市场显

示了瑞表收藏的基本准则：除了品牌和

复杂的技术功能， 更重要的是制表家族

代代传承的手工技艺。

近年拍卖场上的古董表占70%，现

代表占30%；从功能上看，复杂功能表

占80%，简单机械表占20%；从品牌上

看，百达翡丽占50%，其他顶级品牌占

30%；稀有的当代表款占10%，珠宝品

牌占10%。

行家认为，钟表的种类虽多，但具有

收藏投资价值的不外两种， 一种是历久

弥新的古董钟表，其产量稀少，历经岁月

磨洗，至今还能精确走时；一种是现代名

表中限量版纪念表，功能复杂、设计前卫

的机械表，是当下奢侈品市场的新贵。

限量版的百达翡丽（PP)之所以成

为瑞士收藏表的翘楚， 其恒久的价值缘

自传统手工工艺。 此次拍出1.47亿元的

怀表由纽约银行家亨利·格雷夫斯在

1925年委托、百达翡丽1932年制成并在

1933年完成交付，它有900多个部件、24

种功能，且能精确走时至2100年。 这块

表设计花了3年，制作又用了5年。

在瑞士， 绝大多数大型钟表企业早

已“进化” 为大规模批量生产的现代化

工厂， 而创立于1839年的百达翡丽，作

为日内瓦最后一家独立制表商，从设计、

生产直至装配， 仍然保有其全面的创新

自由， 至今拥有超越80余项技术专利，

是“手表中的蓝血贵族” 。

百达翡丽保持着传统的手工作坊式

的制表方法， 其坚守下来的传统工艺综

合了设计师、钟表师、金匠、表链匠、雕刻

家、瓷画家及宝石匠的传统工艺，被瑞士

钟表界称为 “日内瓦七种传统制表工

艺” 。 陀飞轮、万年历、三问等精妙复杂

的机械功能， 都是通过能工巧匠的双手

实现的。 训练一名百达翡丽制表师需要

10年时间， 由于人工制表耗时费力，百

达翡丽每年的产量不过2.5万只到3万

只，160年来百达翡丽一共出品了60万

只表， 不及其他表厂一款时尚表的一年

产量。 百达翡丽的一款表从设计到出厂

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4年研究设计，9

个月生产，3个月装嵌及品质监控。

尽管如此， 百达翡丽在内地的名头

并不如劳力士、雷达等其它瑞表响亮，后

者进入中国较早， 它们的产量远远超过

百达翡丽， 劳力士每年生产75万只手

表，雷达一年生产40万只表，中国是它

们的最大市场。

再如宝珀， 它是世界最早的手表品

牌，从来不生产石英手表，每年的产量极

其有限， 每枚手表从头到尾都是由同一

位制表大师以手工制成， 制表师一丝不

苟，亲力亲为，作品完成，他们会在手表

记录册上亲自签名，并为手表编号。这项

传统自1735年以来，一脉相承至今。

在万宝龙旗下的美耐华（Miner-

va）工厂，出于对传统的尊重，所有的机

芯都会装配两次， 第一次用于功能检测

以确认其运行正常， 然后拆开， 重新打

磨、装饰所有部件，最终装配完成。 整个

过程中， 每个机芯都由同一位钟表师负

责组装。精加工不只限于外部表面，连肉

眼都无法看到的内覆盖面， 都严格按要

求进行抛光、打磨与装饰。

确保升值四原则

专家建议，收藏名表，应注意四条

原则。

第一，术业有专攻，不同品牌的机械

表各有不同的功能优势。例如陀飞轮，很

多品牌名表都具有生产陀飞轮手表的实

力， 但最值得收藏的品牌还是首创陀飞

轮的宝玑。 潜水功能则首推劳力士。 20

世纪20年代，劳力士公司研制了防水手

表。 1953年，劳力士推出了专为潜水员

设计的潜水表。

第二，工艺与材质。腕表制作所需的

金属材料，机芯大多采用黄铜，表壳的部

分则有黄K金、 玫瑰金、 白K金与铂金4

种，价位与保值最佳的首先是铂金，然后

是黄K金、玫瑰金，最后是白K金。

第三，机芯的挑选。 石英表虽然便利

实用，但没有任何收藏价值，只有功能强

大的机械表才有升值空间。除了最基本的

计时功能，还要显示日月星、月相、万年

历，不仅要有转速计、摆动计、测深计，还

要具备三问、陀飞轮功能。 机械表最能体

现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只通过一个小小

的机械机芯就能实现这些复杂的功能。

第四，限量与创意。一般具有收藏价

值的手表都是限量款或者具有纪念意义

的款型，物以稀为贵。

圈点

微信朋友圈里的那些艺术事

一字千金的乾隆御笔

□

毕武英

12

月

3

日晚， 一件乾隆御

笔手卷《白塔山记》在北京保

利秋拍的古书画夜场中以

1.1615

亿 元 的 天 价 被 持 有

8968

号牌的神秘买家拍走。也

许因为这是今年秋拍内地市

场唯一一件过亿的拍品，所

以当拍卖师落槌的那一刻，

在场的人纷纷举起手机，从

不同角度拍下自己视线内的

成交现场， 然后用微信迅速

扩散出去。

在业内，北京保利自成立

初始，就是一个不以寻常规则

出牌的公司，并在褒贬不一的

舆论声中坚持着自己方向。 今

年更是如此。 在整体经济形势

不景气的背景下，各大拍卖公

司都在紧缩规模，而保利却逆

势扩张，不仅推出了近

60

个专

场，而且在近现代书画、古代

书画等门类配置了千万级甚

至是估价待询的顶级作品。

在《白塔山记》成交后，一

向霸气的北京保利执行董事赵

旭虽然低调地表示好的拍卖价

格得益于政府对文化艺术产业

的大力支持， 但人们从他的脸

上更多地解读出最近很流行的

一个词———“任性”。

赵旭的确可以“任性”，不

仅因为 《白塔山记》 创造了

2014

年度全球中国书画拍卖

价格最高纪录，更是由于《白

塔山记》的确值得这个价格。

由保利提供的研究资料

表明， 乾隆帝御笔 《白塔山

记》共

5

卷，著录于《秘殿珠林

石渠宝笈续编》中，包括《白

塔山总记》及《塔山东面记》、

《塔山西面记》、《塔山南面

记》、《塔山北面记》。 此次保

利上拍的是除《塔山东面记》

外的另

4

卷。

故宫和景山的西北侧为

北海，中有琼华岛，又名白塔

山， 今属北海公园自

1741

年

起，乾隆皇帝对北海开始了长

达

30

年的扩建， 到了

1773

年，

修建基本完成，乾隆作《白塔

山总记》及《塔山四面记》。 第

二年，这五篇美文以楷书竖排

形式分别刻在两块碑上，每块

碑都刻四面，一碑四面分别以

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刻《白

塔山总记》，此碑现立于“引胜

亭”中；一碑四面分刻《塔山东

面记》、《塔山西面记》、《塔山

南面记》、《塔山北面记》，此碑

现立于“涤霭亭”中。此二亭在

永安寺之正觉殿前，东为“引

胜”，西为“涤霭”。二碑历二百

余年仍矗立如昨， 静穆庄严，

供后人瞻仰，以示永保。

在《白塔山总记》中，开篇

即交代了北京名称的历史沿

袭：“京都于唐为范阳， 于北宋

为燕山， 辽始称京， 金元明因

之。”后面又考证了白塔山之名

的由来：《北平图经》载：辽时名

曰“瑶屿”，或即其地。元代至元

时，改为万岁山，或曰万寿山。

至明时，则互称之，或又谓之大

山子。本朝曰白塔山者，以顺治

年间建白塔于山顶。

《塔山四面记》则详尽列述

白塔山四面之亭台楼榭， 今经

实地考察， 一些建筑已湮灭不

存，如永安寺东墙之“振芳亭”；

一些著名亭子的牌匾已失，如

永安寺西墙之亭额“蓬壶挹胜”

今已不复，“漪澜堂”之东“莲花

室”已由溥杰先生所书“晴栏花

韵”所替代，还有如“得性楼、延

德精舍、抱冲室、邻山书屋”等

因簇居为一整体，因匾额不存，

已无法确定孰是孰非了，而《四

面记》中未提及的如“烟云尽态

亭”为乾隆十八年所建，虽然不

载于简牍， 实为行文之率性流

畅所为也， 此为增补今日史料

之缺憾，价值之高，善莫大焉。

何况今日游园之人鼎盛， 园林

管理机构不得不从保护文物和

顾及人身安全出发， 关闭一些

景点， 如不对外开放， 读此四

卷， 如以圣上为导游， 步步为

营，成竹在胸。

《白塔山记》

5

卷原赐藏于

白塔山永安寺， 后有专家推断

由于八国联军劫掠使得

5

卷散

落于民间。

2001

年，有藏家在中

国嘉德的春季拍卖会上购藏

《塔山西面记》， 然后又于

2004

年在香港苏富比春拍中购得

《白塔山总记》， 此后辗转于国

外觅得《塔山南面记》及《塔山

北面记》。

现在，

5

卷《白塔山记》已经

找到了

4

卷，希望《塔山东面记》

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重现人间，

回归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