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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四季 缘分之桥

嘉德四季将迎来10周年庆典暨第41期

拍卖会， 拍卖会将于3月29-31日预展，4月

1-3日举槌，展拍地点均为北京国际饭店会

议中心。本季拍卖会适逢嘉德四季十周年庆

典，经数月辛劳征集，各界藏家精心奉献中

国书画、瓷器玉器工艺品、古籍善本等门类

近5000件文物艺术品。

10年间， 嘉德四季一共举办了40场拍卖

会，超过11万件文物艺术品在四季拍场上亮相。

匡时2015迎春拍卖会

北京匡时2015迎春拍卖会将于3月

29-31日预展，4月1-3日举槌， 展拍地点均

为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 此次将推出“近

现代书画精品” 、“百年遗墨” 、“扇画小品”

等七大专场、近1300余件书画精品，为广大

藏家奉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开春艺术盛宴。

北京匡时2015迎春拍卖会将为藏家奉

上1700余件精彩作品，其中“同一藏家、同

一上款藏品” 专题因其面貌齐整、 来源可

靠、甄别方便而备受青睐。 本专题亦得力于

众多藏家倾力支持， 他们之中不乏收藏名

宿、画者挚友、抑或至亲家人，多有其寻味的

轶事并倾注着解囊者一份沉甸的情愫。

“大球泥瓷” 艺术珍品展

醴陵瓷博会于近日在醴陵陶瓷馆正式

开幕。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携百余件与

“毛瓷” 同原料的大球泥珍品瓷，作为代表

湘瓷的特色品牌参展。 其中，由中国著名书

画家、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和陶瓷艺术大师

创作的 《毛泽东浮雕瓷像》、《一树独先天

下春》瓶、《蝴蝶兰》杯碟、《富贵春光》壶、

《释迦牟尼佛瓷塑像》等大球泥瓷珍品集中

亮相，它们釉面温和润泽，画面清新雅丽，富

有水分感，可谓温润胜玉、美妙绝伦，给人一

种看得见摸不着、美中藏秀、艳而不俗、淡而

有神的艺术效果。大球泥不仅是湖南的特色

宝藏，更是中国的稀珍矿石。

一树一菩提，一石一世界

第二回·品石

2015年3月28日， 北京石工坊艺术馆

2015“一树一菩提，一石一世界” 寿山石文

化系列活动的“第二回·品石” 寿山石体验

季隆重启动。 此次体验季从2015年3月28日

持续至2015年4月15日。

在“第二回·品石” 体验季中石工坊艺

术馆将邀请中国著名的寿山石文化研究专

家方宗珪先生举办寿山石文化主题沙龙，此

次主题沙龙活动也是 《寿山石泰斗———方

宗珪》精装本的首发仪式。这套精装本由石

工坊艺术馆设计制作，其中收录了《方宗珪

图传》和《方宗珪学术成果研讨文札汇编》

两本方宗珪先生从艺55周年的纪念出版

物，具有一定的文化收藏价值。

“海陆空” 重访录像

艺术的空间性（广州站）

广东美术馆于3月26日至5月6日呈现

“海陆空———重访录像艺术的空间性”影像

展。 该展览由广东美术馆和澳大利亚

MAAP艺术机构共同主办。 该展从国际当

代艺术家中挑选最有趣和最具挑战性的录

像作品， 主题呈现艺术家们对地平线的思

考，将展示来自欧洲、亚洲包括中国的18位

艺术家的18部影像作品。

“海陆空” 展览的出发点旨在调查地平

线图案的共性和简单性。艺术家在录像作品

中用一种庄重的手法来表现水平线。空间所

表现的有限图像限制了视觉元素，从而揭示

了艺术家的意图。本次展览扩大了对录像空

间的研究，包括通过一些微妙的方式来增加

和扩展关于录像空间性的讨论。

艺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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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古墨：藏的是工艺和年代

□

萧蔷

圈内人言：藏古墨，实际上是古风

回潮。 古墨收藏盛于明代，到晚清民国

达到巅峰，民国之前，一锭清代御墨的

卖价是60块大洋， 这在当时足够一个

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

“紫金不换，名墨难求。 ” 古墨收

藏的复兴起自2007年。 笔墨纸砚，随着

其它文房拍卖市场上的行情向好，古墨

的成交亦量增价涨。 据藏家介绍，古墨

的回报率虽不如瓷器、玉器和书画，但

使用老墨的书画家越来越多，而制墨过

程中取烟、合料等环节环境恶劣，从业

者越来越少，加之熊胆、麝香、沉香等原

料的稀缺，用传统工艺制成的好墨锭供

不应求，古墨的行情自然水涨船高。

一套清乾隆御制西湖十景集锦墨，

2008年以448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拍卖

成交，这个古墨成交最高纪录至今未被

打破。 这套集锦墨一共十锭，由清代汪

节庵制造。 每枚墨锭一面是一首乾隆

御咏西湖十景的七言律诗，阴文楷书填

金，另一面模印浅浮雕西湖十景图画中

的一景，“苏堤春晓” 、“雷锋夕照” 、

“平湖秋月”等，诗景相配，古风盎然。

“万杵” 之功

墨是书写和绘画的重要材料，其品

质不仅影响书法、绘画的艺术表现力，

而且影响艺术品的保存和传播。 好墨

“质细、胶轻、色黑、声清” 。 墨分五

彩———焦、浓、重、淡、清，再加上白纸自

有的颜色，中国画家和书法家由此创造

出一个丰富多彩的意象世界。 中国文

人对墨寄予着深厚的情感，中国画更是

被称为水墨画。石涛说：“纸生墨漏，亦

画家之一厄也。 ”当代水墨画家许浩之

介绍：“墨本身就是无声的材料语言。

墨汁与古墨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不同的，

古墨作画历经数百年墨色依旧，而现代

墨汁短短几十年就出现色差” 。

传统古墨工艺素有“万杵” 之称，

即墨工杵打墨胎一万下方成。 自古即

为手工作坊的生产模式，家族技艺代代

传承。

据山西运城的逄州手工制墨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中胜介绍，墨锭制

法分为十多道工序,“先和料, 再把皮

胶用文火慢熬。 熬软取出,将油烟、麝

香、冰片、朱砂等料依次按量加入,置于

铁皮上用大杵反复捶敲无数次,敲成纸

一般薄,再折回来捶敲,周而复始。 当

烟料和胶料细腻均匀地糅合在一起,坯

料就形成了。 没有几万重杵,出不来好

活。 ” 此景曾被古代诗人们吟为“元霜

万杵文蟠螭,轻烟融液生琼芝” ,诗文

虽美,但实际操作却是一个艰难琐碎的

过程。

“认为新墨没有收藏价值的人是

因为他们不懂制墨工艺。 ” 制墨大家、

一得阁的孟繁韶认为古墨和新墨的质

量和工艺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古墨具有

一种岁月的沉积作为附加值，有的古墨

曾为名人所制或名人所用，再经过时间

洗礼，古墨的“火气”越来越少，越来越

柔顺。 古墨新传，在文房四宝中，墨最

好地保留了传统材质和工艺，目前仍然

保存了三种传统材质：松烟、油烟和漆

烟。 取烟之后，再加麝香、冰片、金箔等

材料。

“唐宋墨绝世，明代墨珍罕”

中国文人的藏墨之好由来已久，宋

代苏轼和明代画家董其昌都爱收藏墨

锭。 古代藏墨鉴赏之风，至嘉靖、万历时

期更盛，并开始出现成组、成套的丛墨。

按照业内通行的分法，古墨依其功

能分成七类：

其一御墨。 即封建时代皇帝自己

写字用的墨， 往往是宫中召集匠人制

造。明朝御墨传世的有“永乐国宝” ，宣

德“龙香御墨”等。 清朝从康熙年间起

由内务府自造御墨，以后雍正、乾隆、嘉

庆、道光朝都继续制造。 这类御墨外间

流传甚少。

其二贡墨。 贡墨或是封疆大吏或朝

中大臣嘱制墨家制造进呈给皇帝用的，

或是地方上每年向皇帝进贡的，如歙县

在道光以前，每年要进贡墨三次，分春

贡、万寿贡、年贡。 封疆大吏进贡的墨做

工精美，烟料上等，上面有进呈者的名

款、 年号， 有时还有制墨家的名款，如

“太平清玩”既有“臣徐元梦恭进” 款，

又有“康熙乙末年臣曹定远谨制” 款。

其三文人自制墨， 即古代文人骚

客、书画名流、达官士绅在墨店或请墨

家按自己的意愿情趣自制、定制、题铭、

珍藏的专用墨。 因是按需定版刻模，故

为小批量生产。 其烟料、图案、花纹、做

工都精致周到，又因文人自订参与，既

有集书画、镌刻、造型艺术为一体的外

观，又有百年如石、一点如漆、宜书宜画

的文化內涵。

其四珍玩墨。 以墨为原料制造的

手工艺品，不是为磨用而是为玩赏的，

如明代程君房的“百子榴” 墨，重仅二

三钱，根本不能磨用。

其五普通书写用墨。 这是墨的大

宗，因质量的差异，同一个制墨家所制，

价格相差可以达到十倍以上。

其六礼品墨。 专为喜庆送礼用的

墨，如送寿礼的“寿屏墨” ，送婚礼的

“百子图” 墨，送学生入学的“手卷

墨” 等，这种墨注重外表形式，烟料往

往较差。

其七药墨。 因油烟不能入药，这类

墨都用松烟，如乾隆时詹子云所制“八

宝药墨”等。

在我国制墨历史上，名家辈出。 宋

代有潘谷、张遇、叶茂实等，潘谷手制

“松丸” 、“狻猊” 等墨，“遇湿不败” ，

“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 ，被誉

为“墨中神品” 。 明代是徽墨的鼎盛时

期，最著名的制墨名家有罗小华、程君

房、方于鲁。罗小华的桐油墨、程君房的

漆涸墨、方于鲁的名贵药构墨都是难得

一见的珍品。 程君房自诩“吾墨百年之

后金不换” 。 此明代三大家的墨式样多

样， 装饰华丽， 图案精美， 争奇斗艳，

“五岳真形阁” 、“东岳泰山赞” 、“九

鼎图” 、“百雀图” 均是珍品。 清代有曹

素功、汪近圣、胡开文、汪节庵四大制墨

名家，其中曹素功的“紫玉光” 、“苍龙

珠” ，胡开文的“御园图墨” 、“御制棉

花” ，汪近圣的“耕织图” 、“罗汉赞”

等古墨，图案精美、人物刻画细腻，装潢

考究，空前绝后。 1915年，民国休宁胡

开文出品的“地球仪墨”获巴拿马世界

博览会金奖。

张大千认为：“欲找好墨， 要光绪

十五年前所制的，乾隆御制的更好。 ”

就品质而言，收藏古墨，应该是清代的

墨最好。中国的制墨业在清代达到了高

峰。 到清末国门打开，制墨所用的原料

漆和桐油大量出口，而进口的则是大量

的炭黑，令中国的传统制墨业受到了很

大冲击。

“唐宋墨绝世，明代墨珍罕。 ”古墨

价格决定性的因素是年代。 因古墨难以

保存，唐宋墨已很难见到，明墨传世的也

极其稀少， 名家和名人制作的墨更是身

价不凡。 唐朝的祖敏、奚超、奚廷珪，明代

的罗小华、程君房，明末清初的汪鸿渐、

叶玄卿、程公瑜，晚清的曹素功、汪近圣、

汪节庵、 胡开文， 这些公认名家所制的

墨，目前的价格基本在百万元以上。

就年代而言，明墨尤其是万历或之

前的墨品，在市场上已难得一见，即使

偶尔出现也多以残断品为主。资深藏家

近蓭认为：全品明墨几乎不可能在民间

出现，其中大多数被保存在中国的馆藏

机构和日本的大收藏家族中。而清墨的

价格，以宫廷制品为上，文人定版次之，

墨家名品再次，普通市品价格最低。

观潮

嘉德四季拍卖十年印记

□

毕武英

3月23日， 在北京一处开满玉兰

花的别致小院内，中国嘉德召开了自

己第41期四季拍卖的媒体发布会。 一

周后的29日，嘉德四季在自己的时间

轴轮上，又将刻画出新的一道拍卖印

记。 但就是这场似乎已经成为惯例的

拍卖，却令嘉德人在回忆中颇有一丝

唏嘘的味道。 因为，距离中国嘉德开

始做第一期四季拍卖开始，已经整整

十年。

从“大礼拜拍卖”到“四季拍卖”

发布会当天，嘉德四季拍卖资深

专家、总经理贾云涛除了常规的讲解

重要拍品外，还兴致勃勃地为现场的

媒体记者开了一堂小型的佳作赏析

课，有问有答，颇为生动。 但就是这位

在现场活跃风趣的总经理，在自己的

一段文字中， 提起十年前的往事，也

有掩饰不住的感慨。

1993年中国嘉德成立，成为当时

首家以经营中国文物艺术品为主的

综合性拍卖公司，创办人陈东升在一

次参加苏富比纽约总部的小型拍卖

会时受到启发， 萌发出小拍的构想。

1994年11月13日，中国嘉德专门成立

了一个负责小拍的“综合部” ，专事

“大礼拜拍卖” 。

最初，“大礼拜拍卖” 主要针对

的是寻常百姓家中的闲置物资，第一

件征集到的拍品是一套闲置的象棋。

此外还有一些字画、雕刻、唱片、旧家

具以及高档服装。 由于拍卖无底价，

加之当时艺术品市场刚刚兴起，公众

对拍卖很好奇，因此尽管拍品和现在

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但在热热闹闹的

氛围中成交十分活跃。

虽然成交活跃， 但中国嘉德的

第一场小拍却没有赚到多少佣金。

据统计， 当时成交额10万元人民

币， 收取买卖双方各百分之十的佣

金，除去报纸广告费、房租等费用，

净赚200元人民币。 但陈东升在《一

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一书中

回忆，“对当时只有春秋大拍的中

国嘉德而言， 这的确是一个开创性

的补充。 随着我国工时制度从大小

礼拜轮休正式改为每周双休，1995

年5月的第7期 ‘大礼拜拍卖会’ 更

名为‘周末拍卖会’ ，频率也由一月

一期变为两月一期。这一时期，嘉德

由‘杂家’ 成长为‘专家’ ，逐渐放

弃了资产类的拍卖品目， 确立了以

中国书画、 瓷杂古玩为主体的艺术

品拍卖。 随后，古董文玩、相机钟表

分别在第9、11期的‘周末拍卖会’

上独立亮相。 之后数年间， 中国书

画、 古董文玩、相机钟表三大板块

成为‘周末拍卖会’ 的主要经营项

目。在小拍的这次转型中，其定位的

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为了与春秋大

拍在业务上区别， 寇勤为其制定了

一直沿用至今的拍品遴选原则———

‘大名家的小品， 小名家的精品’ ，

使得小拍既成为大拍市场的有益补

充，又与大拍相互映衬。 ”

2004年底， 在北京华都饭店举

行的“周末拍卖十年庆典” 上，时任

中国嘉德总经理王雁南看到了周末

拍卖十年累积的人气。 第二年，在她

的召集下， 中国嘉德召开由公司高

管及大拍、小拍负责人参与的会议，

讨论了小拍未来的方向， 最终将周

末拍卖更名为“嘉德四季” ，拍卖频

率也从每年6次减少为4次， 对应一

年四季。

2005年3月11日， 第一期嘉德四

季在北京昆仑饭店举槌，3000多件拍

品， 成交额高达8000多万元人民币，

不仅如此，由于当时市场上的货源较

为充足，“那时出来的一些东西，如果

现在再拿到市场上，每一件都是大拍

所渴望的。 ” 时任嘉德四季总经理郭

彤回忆道，“比如2006年嘉德四季第

3期拍出的张大千作品《天女散花》，

以80万元起拍，在五六位北京行家与

一位上海行家的两大阵营间相互竞

拍中一路升到200万， 最后上海行家

对这件作品更有把握，以236.5万元拍

下，5分钟后就付完款取货离开了。” 4

年后，这件《天女散花》出现在另一

家拍卖行的秋拍中，并以7448万元易

手，成为当时张大千拍卖价格最高的

作品之一。

十年后首场四季拍卖惹关注

3月29日， 嘉德四季第41期暨十

周年庆典拍卖会将在北京国际饭店

会议中心预展，4月1日举槌， 包括中

国书画、瓷器玉器工艺品、古籍善本

等门类近5000件文物艺术品上拍。其

中数量最多的是中国书画部分，有

2300件，分9个专场11个场次。

中国书画中最惹人注目的是

“名家墨缘———四季之夜” 专场。 这

个夜场从征集到的近百件作品中，

经过轮番选拔、 精甄细别、 反复推

敲，最终遴选了47件作品，很好地诠

释了嘉德四季以“大名家的小品，小

名家的精品” 的拍卖定位。 吴昌硕、

张大千、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傅

抱石、 林风眠等耳熟能详的艺术大

师的作品此次都有选拍。 此外也有

吴光宇、陈缘督、周怀民等二线画家

的作品。

此外 ，还有一个“箑艺小雅 ”

的个人藏品专场，共100余把成扇。

所聚扇画题材丰富， 山水人物、花

卉蔬果一应俱全；在扇面材质的搜

集上，绢笺具备。 笺纸中，金笺以其

雍容富丽而受人喜爱，明人笔记中

有载， 折扇 “以重金装饰其面为

贵” 。 此外，“箑艺小雅” 的拍品

中，扇骨的材质是以竹、木为主，竹

骨涵盖棕竹、湘妃等，木骨以檀香

木居多； 扇骨的工艺也涉及颇丰，

镂雕、浅雕、微雕、留青、贴皮 、雕

漆、嵌螺钿等都有体现。

3月29日，对于嘉德四季，是一个

值得纪念的日子，而对于中国艺术品

市场来说，又将获得一个抹不去的十

年印记。

圈点

微信朋友圈里那些艺术事

胡润艺术榜是是非非

□

李坤凝

3

月

18

日，胡润艺术榜在北京

发布， 此次是胡润研究院连续第

八届在国内发布在世中国艺术家

排行榜。 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媒

体， 胡润依据这份榜单专门就中

国艺术品市场多年来的走势及中

国艺术家的表现作了深入浅出的

论述。

榜单发布之后，在朋友圈引

起很大质疑，有朋友戏说终于知

道胡润为什么姓“胡”了。 胡润艺

术榜根据

100

位中国在世艺术家

过去一年在公开拍卖市场上的

作品总成交额进行排名，以真实

数据说话，原本无可争议。 但是

中国拍卖市场上真品假拍和假

品真拍现象非常普遍，即使通过

与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合作，

掌握了大量的艺术拍卖数据，统

计出来的结果也未必能够真正

反映出艺术家作品的市场活跃

度。 从今年上榜艺术家看，有很

多三线不知名的艺术家也榜上

有名，其中的水分圈内人士也都

心知肚明。

令发榜人尴尬的是， 该榜不

但受到了将 “艺术价值与金钱价

值挂钩”的质疑，甚至有上榜艺术

家公开表示不买账， 更直接指出

其不过是“彻头彻尾的炒作”。 艺

术家冷军就认为艺术排行榜只是

为吸引人们的眼球而已， 靠这个

排名说明艺术家的成就是很荒谬

的， 他对这个榜一点正面的评价

也没有。 蜂巢当代艺术中心馆长

夏季风也认为， 这份榜单单纯依

靠拍卖数据进行排名， 相对来说

比较单一。

不仅胡润艺术排行榜遭此

争议， 早在

10

多年前就已经有

人质疑胡润百富榜了。 在新浪

一项有

4769

人参加的调查中

,

不认同“百富榜”的接近一半

,

还有四分之一不置可否。 更有

专家指出

,

百富榜的排名中胡

润为便于新闻炒作和刺激眼

球

,

故意一年换一个首富名单。

被推为 “首富” 的丁磊骂胡润

“无聊”

,

黄光裕怪胡润“对中国

国情不了解”，未上榜的张近东

却一点也不生气

:

“我不知道胡

润这个榜怎么排的

,

也不知道

这种排名能反映一个企业和企

业家百分之几的真实能力

,

它

不算个权威

,

也不是个标准。 ”

有人如此评价

:

胡润制造

=

胡乱

制造。 胡润百富榜遭受众疑的

原因与胡润艺术排行榜一样，

即数据的来源以及数据的真实

性与可靠性。

胡润建立中国富豪排行榜

的初衷源于“中国富豪的信息不

对称”， 胡润百富榜无疑还是给

中国财富的透明化带来一定的

阳光，为此胡润百富榜也有“杀

猪榜”的称号。 与中国富豪财富

相同的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同样

面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胡润艺术排行榜使

中国的艺术市场有了更多一些

的公开化、透明化。 在足够的数

据基础上，从事艺术市场走势分

析还是有一定可能的。 随着拍卖

成交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排

行榜的出现确实反映了市场繁

荣与否， 也给投资者一些参考。

就像胡润曾经说过的“艺术圈赫

赫有名的人物也许对于圈外人

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希望

通过胡润艺术榜将艺术趋势最

直观地呈现给人们，让更多人了

解艺术、接近艺术。 ”这无疑也显

示出艺术排行榜的存在还是有

一定价值的。

但是就单独的艺术个体，对

数据的准确度要求非常高， 可以

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来形容。

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数据本来就存

在很大的问题， 而胡润艺术排行

榜又罔顾成交量、 重复上拍率等

其他可参考的数据， 单单以成交

总额来断定艺术影响力， 并以此

指导初入门的企业家进行艺术投

资可以说不靠谱。同样，胡润所谓

“这份榜单只是办给那些外行人

看的，而并不是办给内行人看的”

的解释， 也否定了这份榜单的价

值，既然内行人都不认可，那外行

人还敢投吗？ 如果明知道这些数

据有问题， 还要号召初入门的收

藏者按照排行榜去购买艺术品，

这就是一种误导了。

因此， 胡润艺术排行榜就像

那些充斥街头巷尾的八卦新闻，

只可抱着娱乐的态度来看待，别

当真了。

玄奘译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三 嘉德四季第

41

期拍卖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