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投资

09

Art� Investment

2015年 /� 5月9日 /�星期六

责编：廖维 电话：01 0-63070234�E-mail:liaow66@gmail.com

观潮

2015“艺术北京” 新风向

□

李坤凝

5月3日， 第十届艺术北京在北

京农展馆落下帷幕。 从2005年到

2015年艺术北京已走过十年，从最

初单一化市场向多元化发展， 从追

逐利润转向引导消费。 2015年，“艺

术北京” 四个板块，在原有的当代

馆、经典馆和公共艺术板块之外，新

推出“设计北京” 新板块。 2015艺

术北京的展会现场可以用 “爆棚”

来形容。

当代馆

放下“先锋”包袱卖萌

艺术北京一直是当代艺术的主

战场， 当代艺术品通常以棱角分明、

强烈表达创作者对当今社会的思考

而著称。而这次艺术北京上的当代艺

术作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装饰消费

作品为主。 尤其是最近流行的“萌文

化” ，也刮进了艺术圈，尤其以年轻

艺术家为主，他们代表的是一种轻松

愉快的文化，是对传统严肃刻板文化

的颠覆。

艾米李画廊带来年轻艺术家马

丹的作品中塑造了一个胖胖的天

真无邪的女孩，黑黑的短发，穿着

大红衣裙，把我们带进一个梦境般

的画面。 那里有红土地上的向日

葵、 甲壳虫和在阳光下劳动的人，

那些宽大肥硕的植物让我们想起

法国人卢梭的幻想世界。 在这个田

园诗的世界里， 带有南国式的温

暖，柔软的绿，成熟的果实，笨拙的

小动物，一切都是新鲜的，你仿佛

能闻到田园中清新的气息，小女孩

笨拙的、接近动物的模样激发观众

的无尽喜爱。

芳草地画廊带来李承九的雕塑

作品， 李承久的雕塑创作以 “牛头

梗”宠物狗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 最

近被昵称为“汪星人” 宠物已成为人

类的伙伴，其中的“牛头梗” 聪明、活

泼、勇敢、敏感、有趣且充满好奇心。

艺 术 家 创 作 的 牛 头 梗 取 名 为

DDINGGU，拥有人类的牙齿、动作

和表情。 他将DDINGGU人性化，希

望DDINGGU成为自己心中向往的

那个真实、勇敢、追求自由的他。亚洲

艺术中心带来李真雕塑作品，人物形

象都憨态可掬，诙谐却不滑稽，圆圆

滚滚的“大块头” ，温润细腻看起来

又非常有担当的样子，作品传递出爱

与温暖。

北京蜂巢当代艺术中心负责人

夏季风分析道， 眼下工薪阶层、80后

藏家正在成为当代艺术品的收藏主

体，因此这次众多参展画廊不约而同

地带来符合这个群体需求的作品。这

类作品装饰意味浓厚， 价格不高，适

合普通市民购买。

经典馆

经典作品价值不菲

今年艺术北京首次尝试将经典

艺术移师至俄式建筑风格的3号馆，

规避了往届临时馆通风不良、空间狭

小、展墙不专业等诸多问题，让经典

艺术的展示更加从容。多国画廊及机

构也在今年首次参展。

卡秋莎画廊带来列宾·伊里亚，

列维坦·伊萨克等经典油画作品。 列

宾27岁就开始创作的 《伏尔加河的

纤夫》曾令世界美术界震撼，列维坦

在俄国艺术史上也是有名的艺术家。

本次艺术北京博览会展出的是列宾

和列维坦的小幅作品， 价格在120万

元左右。由于俄罗斯对艺术品出入境

管理相当严格， 文物绝对不能出关，

所以能在国内见到他们的作品已是

十分珍贵，相对价格来说也偏高。 首

次参展艺术北京的迪拜的19世纪古

董艺术、 法国的CHAUVIN� ART画

廊带来了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的经

典艺术，其中包括法国枫丹白露画派

的艺术家的作品。但是相对于当代艺

术馆中价格低至几万的作品，这些作

品都价格不菲。

场外公共艺术

楼体建筑投影新体验

场外区域除了延续去年的公共

雕塑，还在VIP当夜呈现了一场与中

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数码媒体工作

室合作的数字媒体艺术投影表演，影

片利用农业展览馆这一当年十大建

筑的楼体立面， 呈现出对当代艺术、

生活、社会发展的新感受，是第一次

面向公众的数字媒体艺术盛宴。

楼体建筑投影创作是近年来世

界各地在大型活动时所采用的新的

媒体艺术形式， 影像投影最重要一

点就是图像必须严丝合缝的嵌套在

真实建筑表面。 具体创作中有模拟

灯光等动态图形元素， 融合建筑外

观内部环境，突破影像平面化界限。

本次艺术北京投影利用城市光影表

现人作为万物之长所处的生存环

境， 水墨与羽毛不断发生碰撞、渗

透，最后慢慢交融，随后出现北京城

门与水墨相结合， 通过时间和空间

两维度的相互交织， 体现历史与现

实的互动。 还有通过手绘的方式画

出农展馆的不同形态， 从播放器到

钢琴，从线条到颜色的演变，突出轻

松愉悦的气氛。 各种霓虹灯光加上

万花筒绚丽的视觉效果， 更新着人

们的视觉经验， 曾经的经典建筑承

载起新的艺术形式。

设计馆

要高大上也要接地气

首次出现在艺博会上的设计区

以“衣·食·住·行” 串连起一个丰富

的展厅， 扩展了艺博会的公众效应。

除本土参展商之外， 还有来自英国、

法国、葡萄牙、韩国等国的生活设计

产品， 显得格外的国际化与时尚化。

艺术北京执行总监李孟夏认为，作为

小众群体的艺术圈，若要避免自娱自

乐和闭门造车，务必要将别的行业引

进来，而时尚圈和设计圈当属首选。

在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整个设计

展场内， 价格从几百到几千的作品是

最常见的， 还有普通大众都能消费的

几十块钱的手机壳， 当然也有高达数

十万的家居设计作品。 设计北京执行

总监李东妊对参展作品有一个明晰定

位：“我是从作品出发来选择参加本次

设计北京参展商的。 在选择这些作品

时，除了考虑其艺术性、设计性，实用

性与作品价格也是我考虑的非常重要

的因素。 因此，作品价格必须涵盖普通

大众能够消费的， 以及针对高端消费

人群的具有艺术性的作品。 ”

圈点

微信朋友圈里那些艺术事

大卫·霍克尼的中国行

□

王宁

信息时代的今天， 即便

是在当时曾引发多么剧烈的

轰动效应， 也会很快消失在

瞬息万变的信息轰炸当中。

上个月还曾在艺术圈里引发

过巨大反响的大卫·霍克尼

中国之行， 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

2015

年

4

月

13

日，顶着“最

具影响力英国艺术家”光环的

英国在世艺术家大卫·霍克尼

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以“当

代美感的建立” 为题的讲座，

阐述了机械时代绘画的价值

与意义。 讲座现场人气爆棚，

过道、门口乃至走廊都被慕名

而来的“霍迷”们所占领，最终

迫使北大方面不得不在讲座

开始之前，开设了数个视频转

播分会场，以此分散人流。 即

便这样，仍旧有大批“霍迷”无

处可去，只能在望“霍”兴叹之

后，失望地离去。

与北京大学的讲座现场

相似，大卫·霍克尼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在中央美术学院以“移

步换景”为名再次举办了一场

讲座。“移步换景”可以说是中

国画以及中国传统园林建造

的精髓所在，亦是东方传统视

觉文化的一种特有呈现方式，

即在中国画创作领域中所说

的“散点透视法”，这种观看方

式与西方绘画当中的“焦点透

视”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但在

大卫·霍克尼眼中，“移步换

景”完全可以在当下艺术创作

中被更为广泛地运用，抛开单

纯的纸上创作，跨界到摄影或

者影像创作领域当中。

大卫·霍克尼的这套艺

术理论与实践的初次尝试在

2015

年

4

月

18

日的佩斯北京

第一次向中国观众敞开。 在

《大卫·霍克尼：春至》展览

中， 两件大型影像作品 《沃

德盖特森林，冬天》和《七个

约克郡风景》 就是大卫·霍

克尼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

“散点透视” 原理与当下影

像创作加以结合后的产物。

两件作品分别完成于

2010

年

和

2011

年， 是将多部摄像机

同时安置于一辆行驶中的汽

车上的不同位置进行拍摄，

最终借助多块特制的显示器

拼接成一幅巨大且完整的屏

幕。 这样的创作方式不仅仅

是对于透视关系的简单利

用， 更多的还在于呈现艺术

家在时间、 空间等双重纬度

上的思考。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大卫·

霍克尼近些年利用

Ipad

创作

完成的

50

余张描绘英国乡村

小镇的风景作品，明快而又艳

丽的色彩在工具刷的作用下

连接成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

借助印刷而呈现的作品让“消

失”于电脑屏幕之上的笔触再

现于纸上。

据了解， 霍克尼在他

73

岁高龄的时候拥有了第一台

iPad

，并很快掌握了用其创作

的技巧。 “我在

iPad

上作画的

时候脑中就规划好了它被印

刷出来的特定尺寸， 所以我

笔触风格的运用会各有不

同。”霍克尼说。在大卫·霍克

尼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他

的艺术生涯横跨多个领域，

他的作品几乎包括所有可以

使用到的媒材，包括油画、水

彩、摄影、印刷版画，并一直

使用时代最前沿的科技参与

创作，包括传真机、激光影印

机、计算机，而

iPad

给了他新

的体验。

大卫·霍克尼的这次中

国行看似在场面上有着足够

多的拥趸， 但细究一番之后

却也不难发现， 真正使得这

次霍克尼在中国“两讲一展”

能够引发如此大轰动的根本

原因， 或者说直接促成者还

是那些对“大师”抱有盲目崇

拜感的年轻人。 毕竟，中国还

是缺少真正能够获得全球艺

术界认可的 “大师级” 艺术

家， 而大卫·霍克尼的到访，

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国

人对“大师”的猎奇感。 在如

此心态的作祟下，大卫·霍克

尼的中国行能够以如此火爆

的场面结束也就变得非常合

乎情理。

不过， 相对于大卫·霍克

尼本身对于当下艺术发展的

影响，参与这次“两讲一展”活

动的某些国内艺评人的态度

和观点也成为业界关注的话

题， 比如有评论家就认为，正

因为看到了霍克尼在绘画这

条路上的探索，改变了“绘画”

的死亡命运，也才显得绘画不

曾终结。如此之高的评价给一

个年近

80

岁的英国老头，而且

还是跟绘画是否死亡的宏大

命题有关的结论，实在让人感

到震惊。

收藏

明清铜佛长成常青树

□

萧蔷

日前， 佳士得2015春季亚洲艺术周

拍卖会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举槌， 其间

“锦瑟华年———安思远私人珍藏” 夜场，

中国藏家刘益谦以486.9万美元竞得“西

藏11/12世纪铜瑜伽士坐像” 。

春拍伊始，中国佛像拍卖再次升温。

两年来中国佛像拍卖价格持续下跌的局

面为之改观，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

地，不少藏家热衷于佛像收藏，一些实力

雄厚的私营业主更是倾力追逐高品质的

明清佛像。

跌宕起伏中修成正果

时下的中国买家最青睐明清两代的

藏传佛像。

中国传统艺术有建筑、绘画、雕塑三

个门类，佛教造像作为一种雕塑艺术，素

有高古佛像和明清佛像之分。 高古佛像

即明清以前朝代的佛像，又称汉传佛像，

留存下来的以石佛居多； 明清佛像则称

藏传佛像，存世的以金铜佛价值最高。 在

国内佛像市场， 藏传佛像的收藏远超汉

传佛像，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藏传佛

像的宫廷血统。

明代宫廷造像始于永乐年间， 其间

宫廷还设置了专属的造像机构 “御用监

佛作” ， 专门负责铸造佛像和礼佛法器。

清朝宫廷造像的繁荣集中在康熙、 乾隆

两朝，特别是乾隆时期。 明清金铜佛像代

表了佛教造像艺术的成熟， 工艺和材质

都十分考究。 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永

宣金铜造像”造像水平最高。

明清铜佛的拍卖行情一波三折。

2006年秋， 香港苏富比举办 “佛华普

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 专场

拍卖，14件永宣宫廷造像拍出3.42亿港

元。 内地的北京匡时国际和北京翰海

亦分别推出佛像文物的专场拍卖，成

绩斐然，自此，原本行情较“冷” 的佛

像艺术品从瓷器杂项中脱颖而出，成

为继瓷器、珠宝、玉器之后第四个瓷杂

大项。

从2009年开始， 中国取代欧美成为

佛教艺术品市场的交易中心， 内地拍卖

市场上的金铜佛像约有八成来自海外。

与明清宫廷造像一同活跃于拍场之

上的，还有同期藏地佛像。 据介绍，内地

宫廷造像注重整体鎏金上光， 藏地佛像

则注重远视效果，喜欢镶嵌各种矿物，包

括绿松石、青金石等，有的只在脸部鎏金

或贴金。 在藏地造像中，受克什米尔风格

影响的造像多以黄铜铸造，澄黄亮丽，眼

与白毫常以白银镶嵌， 唇部和衣纹喜欢

用红铜镶嵌，整体非常华丽。

在2013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 一尊

“明永乐铸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 以2.36

亿港元成交， 这一中国单体佛造像成交

纪录至今未被刷新。 近年来明清佛像屡

创天价，佛像市场是否过热?

创下2.36亿港元购买纪录的郑华星

当时认为佛像收藏价值被严重低估。“如

果用十个阶梯来比喻佛像收藏的段数的

话，佛像收藏处于三段与四段之间，还处

于起步阶段。 从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工

艺价值以及审美的国际性来衡量， 显然

佛像的价值还没有真正体现。 ” 业内分

析，从近两年佛像的拍场表现来看，与书

画、瓷器、玉器相比，佛像艺术品目前应

该还具有较大的升值空间。

借我一双慧眼

佛像行情看好自然无法避免泥沙俱

下，如何甄别赝品？

业内普遍认同的鉴定要点有六个。

一看面相和体形，二看手印和坐姿，三看

标识和坐骑，四看细部和装饰，五看材料

和质地，六看铭文和题记。

铜佛像的材质主要有青铜、 黄铜和

红铜，不同时期不尽相同。 清代乾隆时期

国力强盛，加之皇室对佛像的崇奉，所造

佛像用材扎实，上手特别沉重，晚清佛像

的手感则要轻许多。

业内行家罗光禄介绍， 鉴别佛像还

要看色泽， 年代越久远的佛像色泽越陈

旧。 经过长期供奉的鎏金铜佛，外表虽然

金光闪闪，但整体的颜色仍透着黯淡；新

仿的东西虽经作旧处理， 但光泽毕竟不

同。 在工艺上，古董的细节部分都经过细

致的雕塑技法处理， 而现代仿制品多带

有机器打磨痕迹，尤其是佛像的底座，几

乎都能找到机器加工痕迹。

“在一场拍卖中，你能不能说出每

尊佛像的名字？能不能说出每一个手印

代表什么含义？其中有许多值得收藏者

研究学习的东西。 ” 北京匡时拍卖董国

强认为，佛像收藏并不一定要买最好的

东西， 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收藏体系，

“譬如有的人收藏名人书札，有的人收

藏学者书法。这些体系不是自己凭空想

象的，而是要与文化史、美术史相结合。

西藏资深藏家叶正刚说：“我的收藏

路摸了5年黑” 。 他的铜佛收藏体会是，

“一要看器型，即佛造像从形态上是否符

合造像度量经的规范；二要看包浆，一尊

铜佛像历经千百年的传承所形成的包浆

和印记，是作伪者最难模仿的，也是最容

易识别的年代标识； 三要看錾刻和镶嵌

工艺， 即佛像上錾刻的纹饰是否符合某

一年代的特征；四要看材质和铸造工艺；

五要看佛像的底部和装藏。 是否原封藏

等都是鉴定佛像不可或缺的环节。 ”

叶正刚例数自己打眼吃药的经历。

2007年他到成都送仙桥一家藏族古玩店

淘宝。 老板拿出一件铜鎏金佛祖像，说是

朋友急用钱寄卖， 报价是市场价的三分

之一，当时叶正刚以为自己捡了漏。 几年

后， 叶正刚有机会请教北京首都博物馆

的专家，才知这是一尊高仿鎏金铜佛像。

专家点了两处疑点： 一是细部处理不够

仔细，脚趾头圆润度不够，螺发排列工整

度不够；二是鎏金佛像脱金方式不自然，

显微镜下隐约可见人为擦痕。 叶正刚认

识到，收藏肯定要交学费的，真正捡漏的

机会极少，打眼才能长知识。

海外市场的“国际范儿”

目前， 国内市场热点集中于明清宫

廷造像，而欧美人则更看好中国北齐、北

魏的佛像。 这些高古佛像的脸部和身躯

的骨骼、 肌肉及衣服的纹路符合欧美人

对雕塑的审美，具有“国际范儿” 。 审美

偏好的差异使中外佛像拍卖市场 “热

像” 迥异，北魏、北齐、隋、唐时期的石雕

佛像，主导欧美拍卖市场。

这些佛像历经北魏、 北周和唐武宗

会昌年间出现的三次灭佛运动， 存世稀

少， 其中精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

流失海外。

在海外拍卖市场上，一件以71.2万美

元成交的石灰岩佛头，体量硕大，高50.2

厘米，背光半残，是罕见的唐朝石造像，相

传是河南龙门石窟遗失佛头； 另一件高

53.4厘米的北魏石灰岩壁击鼓飞天残片，

以105.92万美元成交，有专家认为此件飞

天石像也与龙门石窟的造像风格相似。

近年来， 许多高古佛像精品回流国

内， 但是大部分具有较高价值的高古佛

仍然在欧美的藏家手中。 目前许多佛教

研究方面有成就的学者基本集中在瑞

士、德国、英国和美国。 业内人士一西平

措认为，海外佛像市场比内地成熟，相比

很多国内买家偏重投资的价值取向，国

外藏家青睐佛像本身的绘画艺术和雕塑

艺术，更注重佛像深远的宗教精神内涵。

他认为早期佛像作品能更好地呈现宗教

层次的精神内涵。

专家认为， 除了内地买家艺术鉴赏

力的局限因素，与距今时间较短、时代特

征明显、较易识别的明清佛像相比，高古

佛像年代久远、鉴定标准不统一。 这些鉴

定方面的困难， 也限制了高古佛像在内

地市场的流通。

速递

墨语瓷言

曾氏陶瓷艺术作品展

“墨语瓷言———曾氏陶瓷艺术作品展”

将于5月9日在国中陶瓷艺术馆展出。 本次展

览将展出曾氏家族祖孙三代曾维开、 曾亚林

（曾维开儿子）、曾亚琴（曾维开女儿）、曾超

（曾维开孙子）等人的创作。

在景德镇陶瓷艺术界中，曾氏父子缔造了

当代陶瓷艺术传奇：老一辈的艺术家里，曾维

开先生作为外来景德镇的学子， 经过50余年

的实践、研习和积累，在甚为排外的景德镇陶

艺界里最终成为领衔中国当代陶瓷艺术的大

师之一；曾亚林先生博采众长，在实践中寻求

继承和创新统一的道路， 并于2010年荣膺中

国陶瓷艺术大师，成为迄今中国最年轻的中国

陶瓷艺术大师，曾氏一家也创造了一门两代两

大师的传奇。

第二届两岸文化艺术

交流高峰会

第二届两岸文化艺术交流高峰会将于

2015年5月16日—28日在台湾举办。本届高峰

会以中国画学术交流为主题，推出系列大型中

国画展并举办高峰论坛， 还将举办 “大器风

范·当代大家中国画邀请展” 、“大家风范·陈

永锵中国画大展” 、“大家风范·方楚雄中国画

大展” 、“岭南风范·当代岭南中国画大展” 四

个大展。

邓少伟个展

“让真相告诉现实·邓少伟个展” 日

前在北京798艺术区北京悦·美术馆正式

开幕。

本次展览是当代艺术家邓少伟近三年

的作品，多采用传统绘画技法，用一种隐喻

的方法表达他的生存体验。 看似与今天的

城市生活相距甚远， 而是关联着他的少年

记忆，传递着淳朴而悠远的乡村气息。他笔

下的所有生命， 都处在一种莫名的纠结与

困境中， 凄美与苦涩交织成撕扯不断的乱

线魔团，成为视觉的主宰，冷寒境像，瘦劲

气骨。

神静意远———孙震生作品展

“神静意远———孙震生作品展” 将于

2015年5月16日在山东省青州市锦泉斋美术

馆拉开帷幕。

此次展览汇集了孙震生十几年来精心创

作的五十余幅作品，其中独具个人风格的工笔

画有四十余幅、写意画有十余幅。 从这些饱含

深情的作品里，观众既可以感受现代人物画的

魅力， 同时也可以对孙震生有更全面地了解。

孙震生师从著名工笔人物画家何家英，但他又

不囿于师门，而是在不断探索中形成适合自己

的艺术风格。 他的笔墨具有干净细腻的特点，

这得益于他对传统工笔人物画基本功的长期

操练与领悟。近两年来，他痴迷于书法与篆刻，

并尝试将这两方面的经验运用到创作上，为自

己的作品在“工” 与“写” 之间搭建一座美妙

的桥梁。

“起点与生成”

邱振中作品展

“邱振中：起点与生成” 作品展日前在

江苏省现代美术馆隆重开幕。此次展览展出

邱振中绘画、 文字、 书法三类作品近百幅，

展示了邱振中驾驭线条和空间的能力，利用

在深厚书法传统中所领悟的对气韵、意境的

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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