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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递

央美创业平台孵化园启动

日前，中央美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

器虚苑基地启动仪式在虚苑艺术广场举行。北

京虚苑将为中央美院学生提供1000平米的创

业场地和1000万的创业基金， 包括联合办公

场地、独立工作室、会议室、展示空间等，并配

备法律、财务、宣传等咨询顾问，全面助力中央

美院学生创业成功。 经过筛选的15支团队现

已分别进驻联合办公区或独立工作室，项目将

在这里进行为期一至两年的孵化。目前“央美

创客” 的创新创业方向集中于产品设计、服装

首饰设计、平面影像设计、艺术教育、电子商务

等领域，创业项目倾向于通过创新创意解决社

会生活中的问题， 用艺术手法提升生活质量，

推动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

画画：谭平作品展

2015年6月13日至8月13日，今格空间开幕

展———“画画：谭平作品展”拉开帷幕。“画画”

是对谭平近年艺术成就的阶段性回顾， 呈现了

他力求突破语言界限和风格范式的孜孜努力。

谭平是中国大陆第一位出身于西方学院

体系的抽象艺术家， 他的抽象艺术创作始于

1980年代末期。 1984年谭平毕业于中央美术

学院版画系，在1989年至1994年五年间，谭平

游学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 彼时正是中国现

代艺术的沉潜、当代艺术的兴起的微妙时期。

如果我们以谭平艺术创造的个人风格历程为

视点， 重新回顾当代艺术在中国大陆发展演

进的历史， 就会发现谭平是一位在多次重要

关头做出了特殊选择的艺术家———在乡土、

寻根题材风靡一时的年代， 他选择了客观冷

静的主观化风景；在“政治波普” 和“玩世现

实主义” 作为新一轮主题创作样板流行起来

的时候，他却完全转向了抽象；等到装置、综

合材料与多媒体实验生机勃发的时候， 他坚

守绘画本体不为所动……这些特殊而关键的

选择持续不断地塑造着他的价值取向， 最终

成就了他独特的个性。

翰海2015春拍

6月23日至6月25日，北京翰海拍卖有限

公司春季拍卖会将于嘉里中心酒店二层宴会

厅举行为期三天的预展，6月26日下午两点正

式举槌。油画部分分为两个专场———“中国现

当代美术———油画雕塑”以及“小雅观心———

水彩画暨插画、连环画” ，拍品数分别为118件

及112件。

大墨同禅———大禅艺术作品

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展

由著名策展人、 艺评家贾方舟先生策划，

著名艺评家刘骁纯与陶咏白先生担任学术主

持的《大墨同禅·大禅艺术展》将于6月27日

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一展览展出的当代诗书

画僧大禅法师多年来精心创作的心水墨作品，

以时代语境彰示艺术内涵，以水墨的无量精神

还原对自然生命的无上理解。此展乃是一位都

市禅行者的生命与艺术的精彩对话。

大禅法师主张人间佛教，艺术修行，拥护

真理，热爱生活。 这些都充分表现在他的彩墨

画中，其画以写意莲花见长，画风光明灿烂，自

在从容，一派生机，其笔墨不忘古意，而色彩又

化为新机。

首届江苏省（国际）

艺术品博览会

6月18日至6月21日， 江苏省艺术品行业

协会联合雅昌文化集团共同举办首届江苏省

（国际）艺术品博览会，邀请海内外合作机构、

行业协会、艺术馆、顶尖艺术家和著名媒体，共

同构架起国际化、市场化、精品化的艺术品交

流平台，让艺术品走进千家万户。 此次艺博会

涵盖当代艺术、传统书画、影视传媒、工艺美术

等类别；展览总面积达14000平方米，参展单

位近千家。 本届艺博会还首次引入 “互联网

+”的概念，“雅昌艺术网” 、“阿里巴巴” 同步

对接，实现信息双向覆盖、线上线下沟通、在线

互动交易等功能。

观潮

重返摄影美好时代

□

毕武英

老牌拍卖公司北京翰海的春

拍预展将于 6月 23日在北京嘉里

中心举办。 在瓷杂、书画等常规板

块之外， 记者发现此次翰海春拍

首次出现了 “国际摄影典藏系

列” 板块。 那一张张曾经风靡世界

的老照片， 将观众重新带回摄影

的美好时代。

阿尔伯托·寇达

镜头下的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生

于阿根廷，是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

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队长、军事

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

心人物。1959年起任古巴政府高级领

导人，1965年离开古巴后到第三世界

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1967

年在玻利维亚被捕， 继而被杀害。

《时代》杂志将格瓦拉选入20世纪百

名影响力人物之一。

摄影师阿尔伯托·寇达1928年出

生在古巴哈瓦那的一个工人家庭，他

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成年之后他

逐渐成为一名专业的摄影师，个人天

赋使得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商

业摄影师，寇达曾坦言，他不喜欢人

工照片，他更偏爱在自然状态下去获

取绝佳的影像。

1960年3月5日，身为《解放报》

记者的寇达，在前往“上校公墓” 执

行拍摄任务的过程中遇到了切·格瓦

拉，后者那天正在公墓为80名古巴人

默哀，在法国开往古巴的军需品货船

被美国袭击的过程中，这80人不幸遇

难。寇达被格瓦拉当时悲哀的神情打

动，用徕卡相机拍下了戴着贝雷帽的

切·格瓦拉。

之后这张照片一直放在寇达的

工作室里，无人问津，直到1967年的

10月，也就是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士兵

杀害不久，一位叫费里尼的意大利编

辑偶尔来到寇达的工作室，看到这张

照片，他被照片里格瓦拉既刚烈又敏

感沉思的表情所打动，于是，从寇达

手里买走这张肖像。

后来意大利人费里尼成了百万

富翁，这张“切·格瓦拉肖像” 也成

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 全球流

行文化的标志， 同时也是第三世界

共产革命运动中英雄和西方左翼运

动的象征。 可以说是二十世纪被使

用次数最多的一张经典影像。 而作

为作者的寇达直到自己去世， 只因

为这张图片的作者权获得过一次报

酬。虽然如此，寇达对此从来没有任

何遗憾，他说：“我早就忘记该用这

张照片赚多少钱，对我来说，最重要

的是， 格瓦拉这个榜样永远不应该

被忘记。 ”

寇达还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

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他也是卡斯特

罗的专职摄影师，跟随卡斯特罗走遍

世界各地，用镜头记录着古巴革命的

每一次重要事件。但寇达胸口始终挂

着的是切·格瓦拉的肖像而非卡斯特

罗， 他说：“切·格瓦拉与我同在，直

到我死去。 ”

古巴革命成功之后 ， 寇达继

续担任卡斯特罗 10年的私人摄

影师 ，2001年在巴黎突发心脏病

去世。

罗伯特·梅普勒索普的

“诡异之花”

生于1946年的美国摄影家罗伯

特·梅普勒索普被大众称为“黑暗王

子” ， 因为他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

来，一直围绕同性恋主题拍摄。 尽管

他的作品带有一种谨慎的、诗意的优

雅，但由于涉足性忌禁区，他一直被

视为先锋艺术家。

罗伯特·梅普勒索普只活了45

岁，花卉是他的一个重要拍摄主题。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 他始终对花卉

表现出一种异常的关心。 他的花朵

个个都是独立的，高高昂起头的，就

像是男人勃起时的阳具。 也有人说

梅普勒索普的花卉影像是一个反向

的性别寓言。 通过这些阴气逼人的

花朵来展示男性阴柔的一面， 以此

颠覆传统价值观念，打破世俗观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与他扮演成女

性来自拍的“怪诞” 举措一脉相承。

他以花来颠覆关于性别的既成观

念，以花的“诡异” 来穿透传统伦理

的障壁。

上世纪70年代初， 梅普勒索普

发现自身的性倾向。 当时他的女友

是被誉为“朋克教母” 的派蒂·斯密

斯，两人同居的那段时间，梅普勒索

普因为整天同安迪·沃霍尔（波普艺

术的代表者）等艺术家混在一起。有

一天， 派蒂看到梅普勒索普领着他

的密友回家，梅普勒索普对派蒂说：

“看， 我可以是这个， 也可以是那

个。 ” 崇尚自由的派蒂虽然震惊，却

默认了这个事实。 后来他俩成为终

身的朋友。

1987年，梅普勒索普的导师和伴

侣萨姆·瓦戈斯塔夫因艾滋病并发症

去世。两年后，梅普勒索普去世，亲身

实践了他的隐喻：爱他、毁灭他、从而

获得永恒，一如他镜头下的那些“诡

异之花” 。

尤金·阿杰特的“旧巴黎时光”

生于1857年的法国人尤金·阿

杰特完成中学教育之后就成为了一

名水手。 之后他尝试做一名演员，却

因声带感染而不得不放弃。后来他拿

起画笔开始绘画也没能获得成功。

1890年他回到巴黎， 看到在第二次

工业革命笼罩下的巴黎正在发生飞

速的变化。他开始拿起相机拍摄巴黎

的老建筑。

当时，一些艺术家、画家、建筑家

买他的摄影作品，大多都是作为参考

资料。由于当时拍摄设备和照相材料

等限制， 他使用的底片感光速度很

慢，熙熙攘攘的巴黎街道、来来往往

的人总会在他的照片中产生令人讨

厌的阴影。因此阿杰特只能在每天清

晨街道还很安静的时候出来拍照，这

一拍就是37年。

巴黎的贫穷与财富被阿杰特一

视同仁地拍了下来。当他于1920年给

巴黎历史资料管理处的美术总监保

罗·莱昂写信时如此总结自己的摄影

生涯：“……这一庞大的艺术记录收

集工作现已完成，我可以真实地说我

拥有整个旧巴黎。 ”他那一台笨重的

18×24厘米的大画幅相机和一只疑

似是35mm小广角的镜头为后世的

人们提供了巴黎美好时代的另一个

角度。

作为摄影史上最重要的摄影

大师之一，尤金·阿杰特像是一位

站在分叉路口的导师， 为后来多

种艺术流派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超现实主义将尤金奉为重要的先

驱，直接摄影、纪实摄影等一批艺

术家也将他视为前辈和创作灵感

的来源。

圈点

微信朋友圈里那些艺术事

拍与不拍，记录就在那儿

□

王宁

2015

年的国内艺术品拍

卖因为股市的突然爆发而变

得更加不被业内所看好。 但就

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2015

年的春卖似乎是抱着一种宁

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必死心态，

反而取得了很多令人意想不

到的成绩。

在国内艺术品交易市场相

继出现几次大的市场波动之

后，

2015

年的国内艺术品春拍

也被看作是未来几年艺术品交

易市场能否重新“回暖”的重要

转折点。为此，众多一线艺术品

拍卖公司招数尽出， 一些重量

级拍品也相继被推出。这其中，

由北京保利所推送的齐白石

《十二条屏》因高达

15

亿元人民

币的保单以及该题材市场唯一

流通性，成为业界关注焦点。

据了解， 这件齐白石创作

于

1925

年的《十二条屏》此前曾

有过两次公开展出， 分别是

1954

年

4

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主办的“齐白石绘画展览会”和

1958

年

1

月由文化部、中国美协

主办的“齐白石遗作展”上。 而

在此前北京保利举办的新闻发

布会上， 北京保利执行董事赵

旭在介绍该套作品时， 就其市

场价格也给出这样的回答，称

估价可参考与齐白石同时期的

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价格，并

以蒙克

1.2

亿美元成交的 《呐

喊》作为对照。 显然，这套被业

界视作齐白石最高艺术水准，

并代表齐白石最高艺术成就的

作品在市场价格层面， 也应该

享有与之相匹配的价格， 而超

10

亿元人民币的估价也是这一

身份的最好体现。

不过， 在此前的新闻发布

会上， 赵旭对于该套作品能否

最终成功售出显得多少有些信

心不足：“由于价格非常受关

注， 委托方给了保利拍卖一年

的时间， 在这一年的时间内我

们将选择各种合适的方式进行

拍卖，或者是在春拍，或者是在

秋拍， 我们也将在这一年的时

间里持续寻找合适的买受人。”

用一年的时间来卖掉一件

拍品， 这对拍卖公司而言并不

是非常希望发生的事情，毕竟，

时间越长也就意味着拍卖公司

将要为之付出更多的人力、物

力及财力， 尤其是在艺术品拍

卖并不十分景气的当下， 拍卖

公司承受的风险很大。不过，好

在齐白石的作品仍旧是当前国

内艺术品拍卖的 “硬通货”，而

这套《十二条屏》也足够具备代

表性。 况且， 作品一旦成功售

出， 带给拍卖公司的不仅仅是

一份可观的佣金收入， 更重要

的是，在当前“纪录说明一切”

的拍卖业态中， 一个新的国内

艺术品拍卖纪录的创造者，将

会赢得怎样的市场声望。

显然， 春拍的意外成功让

很多人始料未及， 而北京保利

的齐白石《十二条屏》也似乎是

为了将这一出人意料演绎到极

致，选择临场撤拍。由于其估价

惊人， 保利拍卖最初的打算是

一边展览一边寻找合适买家私

洽。 保利拍卖目前依然在积极

为这件“香饽饽”寻找竞买者，

用赵旭的话说 “我们目前还在

招商”。 同时，对于此前曾放言

亮相春拍而最终并未成行，北

京保利方面也给出了相应的说

法，表示“不上拍”并非因惧怕

流拍。 不过， 好在该套作品的

“保质期”为一年，北京保利仍

旧可以借助此前各种造势活动

所产生的市场效应， 将其延伸

到今年的秋拍上。

对于该套作品的市场价

格，业内人士也纷纷力挺。保利

拍卖执行董事赵旭作为将它从

台湾“挖”回大陆的关键人物，

在他看来， 此前齐白石单幅山

水画就曾拍出近亿元，而且，其

尺幅还不如这套作品单屏大，

估价十亿元是一个相当理性的

推算。 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

也认为，以这套作品的地位，一

旦成交就是中国艺术品的世界

纪录。 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

艺术品拍卖最高纪录也是由齐

白石创下的，其《松柏高立图·

篆书五言联》 在

2011

年嘉德春

拍上拍出

4.25

亿元人民币。

纵然有多位业内大佬力

挺， 但作品的市场价格最终还

是要靠事实说话， 即便前期有

无数赞美之声， 但到秋天仍旧

无法兑现， 那结果依旧是竹篮

打水一场空。

收藏

定瓷被“美人枕”推上风口浪尖

□

萧蔷

日前一件在澳门拍出近4亿港元的

定窑“美人枕” ，尽管配上有关检测机构

的热释光报告， 依然被众多行家视为假

拍、拍假，引发疑窦丛生，将定窑宋瓷推

上风口浪尖。

据报道，6月6日在由中国舍得拍卖

国际(澳门)有限公司举行的中国艺术品

专场拍卖会上，一件中国宋代定窑白瓷

“美人枕” 拍出3.5亿港元天价， 加上

13%佣金， 最终成交价高达3.955亿港

元（约合3.2亿元人民币）。 据称，这是

澳门有史以来最高的艺术品成交纪录，

也是世界拍卖史上定窑作品的最高成

交纪录。

“一枕难求” 惹争议

本来名不见经传的澳门舍得拍卖公

司这次“玩大了” 。

搜索公开资料发现， 中国舍得

拍卖国际（澳门）有限公司去年 12

月成立， 首届拍卖会就拍出这件天

价器物。

据报道，这件“美人枕”号称出自宋

定窑，长43厘米，宽15.5厘米，拍前颇为

低调，未作任何宣传，也未引起业内的关

注。 本件拍品以1000万港元价格起拍，

现场买家纷纷应价， 价格很快就突破了

亿元大关。 经过60余口叫价，最终被贵

州一家民营企业以天价竞得。 本场拍卖

会的其他拍品还包括元代霁蓝留白剔塑

龙纹罐、 明早期青花玉壶春瓶等中国古

代艺术精品。主办方自称，这些藏品为港

澳台及海外华人藏家的传世收藏， 或参

加国际拍卖会所得珍品， 吸引了来自港

澳台及内地众多收藏家及收藏爱好者举

牌竞拍，成交额共5.9亿港币，成交率为

87%。

据澳门舍得拍卖公司介绍， 同类型

美人枕定窑作品目前在全球拍卖市场上

仅此一件， 堪称宋代定窑的艺术巅峰之

作。该公司董事长柴方介绍，美人枕因其

历史价值而被冠以无上光环， 历代许多

鉴藏家均叹一枕之难求。

然而，围绕此件定瓷的真假，网上吐

槽颇多。

有人说“在河北这东西几千元” ，还

有人说“拍出去不算数，真正付款才算

数， 好东西是不会交给不入流的拍卖公

司上拍的。 ”

有藏家认为， 曲阳定窑遗址文物保

管所收藏的那件出土残器美人枕才是标

准器。 “此件美人枕在造型、比例、开脸

等各方面都假得离谱。 ” 有人质疑“美

人” 腿脚的姿势不对，还有人质疑这件

宋瓷用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注浆电烧

工艺。

有报道称， 舍得公司在拍卖会上出

示了相关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图片。 舍

得公司表示全球最顶级的检测机构香港

中科研发中心专门为“美人枕” 出具了

热释光测定报告，结果显示，此拍品的最

后烧制年代距今900至1100年。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有些鉴定机

构在网上报价，15000元做一次热释光

检测，但很多机构本身资质就值得怀疑，

鉴定结果的权威性可想而知。

与此前创出天价的斗彩鸡缸杯相

比，美人枕仿佛横空出世，缺乏必要的佐

证和著录。 业内藏家提醒收藏者在送拍

的时候要关注拍卖行的信誉、 资质和过

往成交记录， 而在竞拍时要小心那些名

不见经传却自称成交过多件天价拍品的

机构。

“名家源流”不可少

业内人士分析，“美人枕”的拍卖之

所以引来轩然大波， 关键在于近4亿港

元的高价。据介绍，定窑瓷器近年来在全

球拍卖市场上成交大增， 成交价格也一

路走高。

2014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一件北

宋定窑划花八棱大碗以约合人民币1.16

亿元成交，定窑瓷器首次闯过亿元大关。

去年备受业界瞩目的传奇物件明成化斗

彩鸡缸杯，也仅仅拍得2.81亿港元（约

合人民币2.25亿）。 此次澳门拍卖，一直

默默无闻的美人枕初次面世即石破天

惊， 成交价大幅度刷新中国定窑瓷器的

拍卖纪录。如果此次不是假拍或是拍假，

中国古瓷价格将被重新定位。

据考证，“定、汝、官、哥、钧”五大窑

中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 以生产白

瓷而驰名。

定窑扬名自唐代， 到北宋时取代了

曾在唐代盛极一时的邢窑白瓷的地位，

一跃成为“天下第一” 。定窑瓷器的胎骨

较薄而且精细， 颜色洁净， 瓷化程度很

高。釉色多为白色，釉质坚密光润。 定窑

瓷器的白釉多闪黄，故有“粉定” 之称，

釉面偶尔还有垂釉的现象， 由此又有

“泪釉”的别称。宋代定窑瓷器常见的器

型以碗、盘、瓶、碟、盒和枕为多，罐、炉等

器型较少。

元代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

“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之说，其言

定窑白瓷上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其

工巧富丽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

色。 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

瓷琢红玉” ，认为定瓷精细坚致，可与玉

相琢。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认为

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等皆

为“天下第一”的名品。

定窑在宋徽宗之前被定为官窑，定

窑瓷器随之被各地瓷窑纷纷仿烧， 如山

西的介休窑、平定窑、北京龙泉务窑，甚

至江西景德镇、四川的彭县窑，这些窑场

仿造的定窑瓷器，通称“仿定器” 。

睡枕在定窑白瓷器型中名播海内

外。 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定窑孩儿枕，

枕高18.3厘米，长30厘米，婴孩造型，

体态丰腴，清眉秀目，若有所思，逼真

可爱，栩栩如生。 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

载，乾隆皇帝曾多次提看孩儿枕，并下

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 孩儿枕是定瓷

中的珍品，已知存世两件，故宫博物院

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藏有一件， 造型

如出一辙。

据记载，上世纪80年代，河北曲阳

涧磁村附近的定窑遗址曾出土一件残破

的白瓷美人枕，经黏合复原，器型基本完

整。 经测试，其最后烧制年代为距今900

至1100年。

近十年来， 河北曲阳制订定窑遗

址保护规划,大力发展复制品产业，培

养出陈文增等定瓷制作大师， 产品远

销港澳和欧美。 2006年“定瓷烧制技

艺” 被列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古瓷拍卖， 最看重的是名家源流。

这在业内是约定俗成的传统。业内人士

介绍，在2014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推出的

宋瓷专题拍卖中，最重要的拍品就是克

拉克夫人收藏的一件南宋官窑菊瓣碗。

因为曾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出亿元天

价的宋代定窑大碗，和以往同样成交过

亿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都是她的

旧藏。能够创出天价的宋代瓷器一定是

名家旧藏，源流显赫。 再如刘益谦在苏

富比秋拍中，以7964万港元购买的明宣

德“海兽图” 高足杯，来源于东京的茧

山龙泉堂，曾著录于小山富士夫的《陶

器讲座》、《世界陶磁全集》和《龙泉集

芳：创业七十周年纪念》等权威典籍；

而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也曾被茧山

龙泉堂收藏。

藏家提示， 竞拍古瓷， 除了名家旧

藏， 名家鉴识记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素，从名家源流入手风险较小。总结以

往拍卖， 诸如香港收藏家仇焱之、 戴福

保、胡惠春、赵从衍等名家收藏过的瓷器

都已成为经典。 在2012年秋拍中，一件

构图雅致婉丽的清雍正粉彩过枝月季梅

花图大盘， 最终以4994万港元成交，原

因在于拍品是著名收藏家苏林庵的旧

藏，曾现身于1995年苏富比“苏林庵藏

瓷藏玉” 专拍。

阿尔伯托·寇达的《切·格瓦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