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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斯北京业务收缩 为求生“无奈断臂”？
●曦 雯

国际知名画廊佩斯画廊在进
军中国内地 11 年后， 于近日宣布
关闭北京展厅。 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关当前画廊业的现状、当代艺术
市场的发展话题，成为了当下业内
人士议论的焦点。

据悉，此次佩斯北京空间将关
闭的是位于北京 798 艺术区的
2500 平方米的展览空间， 但仍将
保留其办公室及贵宾展厅。 对
此， 阿尼·格里姆彻甚至表示：

“现在在中国内地做生意是不可
能的，而且（这样的情况）已持续了
一段时间。”此话一出，立即在中国
艺术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而佩斯
北京负责人程雪也表示，他们在北
京原有的大型展厅做了很多几
乎是美术馆性质的展览，但随着这几
年国内许多公立、 私立美术馆的
兴起，“这么大的空间现在必要
性已经没那么凸显了”。 不过，对
于后续与中国艺术家合作的展览，
程雪则表示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
响。

据介绍， 佩斯画廊自 1960 年
创立至今，已在全球范围建立了包
括纽约、伦敦、日内瓦、北京、香
港、帕罗奥多、首尔等在内的多
家分支机构。 而其选择于 2008

年在北京开设新空间，则要早于香
港数年。 当时其北京空间的开张，
对中国内地乃至亚洲当代艺术来
说都堪称里程碑式的事件。“当年
所有人都对这个画廊在中国的落
地、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都充满着
野心和激情。 ”程雪回忆说。

据了解， 自 2006 年巴塞尔艺
术博览会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
作品愈发受到国际藏家的青睐，这
使得当时的阿尼·格里姆彻非常看
好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潜力：“某
种程度上，西方式叙事已经走到尽
头，而中国的刚刚开始”。就在北京
奥运会举办之时，佩斯画廊大手笔
地在北京 798 艺术区核心地带建
立起了 2500 平方米的展览空间。
随后的这十余年来，佩斯北京空间
共举办了 40余场展览， 相继推出
了张晓刚 、岳敏君 、隋建国、张
洹和海波等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个
展。

在大力推出中国艺术家的同
时，佩斯北京也把诸多国外大师的
作品引进中国。比如 2015 年“最贵
在世艺术家”大卫·霍克尼时隔 34
年再度访问中国，正是借在佩斯北
京举办个展“春至”的契机，成为轰
动一时的文化事件；2017 年，佩斯

北京引进日本数字艺术团体
teamLab 首个中国个展———“花舞
森林与未来游乐园”， 吸引了超过
30 万人次观展， 创下了 798 艺术
区观展人数纪录。

正是因为有这些辉煌的经历，
才让“关闭展览空间”一事如此引
人瞩目。据悉，不光是佩斯北京，连
知名的长征空间画廊也于近日发
布声明称，将进行业务调整，停止
参加艺术博览会，进入新一阶段的
艺术市场工作。

有业内专家表示，这些重要艺
术机构的撤离或转变运营策略，是
在目前市场形势下“断臂求生”的
无奈之举。而作为一家老牌国际画
廊，佩斯画廊的收缩也折射出了当
代艺术市场的不景气。 实际上，早
在 2008 年下半年经济危机爆发开
始，当代艺术市场就结束了之前数
年的井喷状态，艺术品价格大幅跳
水。 2016 年至 2017 年，画廊业态
又经历了十年来成交情况最差的
两年……一方面，由于中国当代艺

术的去泡沫化；另一方面，画廊空
间的参观打卡人群和藏家群体并
不重叠，也导致了画廊对超大实体
空间的成本控制。

据透露， 关闭北京展览空间
后，佩斯画廊将继续经营在香港的
两家画廊。 据悉，去年 3 月 26 日，
佩斯画廊在香港中环的全新艺术
地标新恒基大楼 H Queen’s 开设
了第二个空间，首展奈良美智的作
品。 有分析认为，其可能会考虑扩
大在香港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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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看到这张图片，
会让你想到什么？二维码，俄
罗斯方块，行为艺术，密集恐
惧？

非也。 其实它是前段时
间的一张航拍图片， 当中所
显示的是山西太原南宫古玩
市场内密密麻麻的遮阳帐
篷。 南宫古玩市场是山西省
最大的收藏交易市场。 对于
不少收藏爱好者来说， 如今
逛古玩市场已经成为一种生
活习惯与乐趣。 而抱着逛与
玩儿的心态再来看这张图，
会让人感受到民间收藏的活
力仍在。

CNSPHOTO 提供

原来它们
都是遮阳帐篷

业界聚焦

艺术品市场 6 月“量涨额降”

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价格最新
监测显示，2019 年 6 月中国文物艺术品
价格指数、交易额、交易量环比均出现大
幅上涨；交易量为 3.85 万件（套），交易
额为 82.58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呈现
出量涨额降的特点。有分析认为，形成此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千万元以上的高端拍
品成交额、 成交量双降； 但与此同时，5
万元以下的大众普品无论在成交额或是
成交量上，均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可见
大众收藏趋势明显。

梅里遗址考古取得阶段性成果

日前，江苏无锡高新区（新吴区）举
行了梅里遗址考古学术研讨成果新闻发
布会。专家们一致认为，该遗址是太湖东
岸的一处重要的商周时期遗址， 内涵丰
富，尤其是包括了典型的周文化元素，对
探讨吴文化的起源及早期面貌特征具有
重要意义。目前，考古工作人员已确定梅
里遗址面积 6 万平方米，今后还将开展
连续性工作， 把一个从 3000 多年前
延续至今的聚落居址立体、 形象地展示
给公众。

澳门设立“刘光启奖学金”

前段时间，“刘光启奖学金” 签约仪
式在澳门城市大学举行。据介绍，该奖学
金是已故著名古书画鉴定大家刘光启先
生的家属及学生于今年起在澳门城市大
学设立的， 用以支持该校艺术学及文化
产业人才的培养。在书画鉴定界，刘光启
先生眼力备受称赞，素有“刘半尺”的美
誉；在其 70 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发现或
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不胜枚举。“刘光启
奖学金”也是继“吴祖光、新凤霞奖学金”
后， 该大学设立的首个以国内著名文物
鉴定家命名的奖学金。

人类登月 50 周年纪念展频现

今年 7月， 距离人类首次登月正好
50 周年，为此，近段时间以来，世界各地
都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比如将
持续至 9 月的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阿波罗的缪斯：影像中的月球”主题展
览，展出了月球相关的照片、物品及电影
片段， 揭示了照相术如何为诠释月球带
来新的维度。此外，还有美国国家美术馆
的“世纪月球照片展”、巴黎大皇宫及格
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的相关展览等， 均展
示了天文学家对知识永不停歇的追求，
及科技发展对太空探索的推动。

日本漫画走进博物馆

日本漫画早已走出了日本， 大英博
物馆正在举行的“Manga マンガ”展就
是一个佐证。 该展览试图以一种全景式
的视角讲述日本漫画的发展和现状，同
时又以一种学术的角度普及漫画的艺术
传承。尽管如此，当日本漫画与历史奇迹
一同陈列于大英博物馆， 还是让人感到
意外。 有评论认为，一直以来，漫画的影
响力还在蔓延， 脱胎于漫画的动漫也对
西方电影影响至深。

佩斯北京从成立以来就是北
京当代艺术氛围里不可缺少的一
员，给整个北京带来了多场高品
质、国际化展览，也为中国藏家
带来了来自世界优秀艺术家的
信息，提升了整个北京当代艺术的
全球化和品质。佩斯北京展览空间
的关闭，也是北京整个当代艺术的
一个损失。

ArtAlpha 艺术阿尔法

阿尼·格里姆彻还提出， 最后
一根“稻草”其实是“中美双方对彼
此艺术家征收的关税”。 有关人士
分析称， 除了佩斯自己所说的原
因，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这几年的
去泡沫化，或对佩斯北京的发展有
较大影响。 2004 年前后，是北京艺
术市场“疯狂”繁荣的时候，当时大

量热钱抱着投资的心态投入艺术
市场。 据说，那时在 798 办一个有
相对影响力的展览， 展览开幕时，
整场作品被个人一次性全部收藏
时有发生。 但近几年来，艺术市场
的投资趋于理性。红极一时的当代
艺术 F4，在拍卖市场流拍不断，加
之年初叶永青事件对中国当代艺
术的影响，让中国当代艺术藏家开
始观望。 《新京报》

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UCCA） 馆长田霏宇表示，“在北
京，一个国际画廊要从其展览和仓
库中卖出作品，总是需要付出很多
努力的。 审查机制始终是一个问
题”。但他提到了佩斯北京 2017年
举行的 teamLab 售票展所取得的
巨大成功，这标志着培养新观众的

潜在机会仍然存在。今年早些时候
在上海开设了新空间的里森画廊，
其策展总监 Greg Hilty 则表示：

“很遗憾佩斯将关闭他们的北京画
廊，这十年来他们一直运营着很有
趣的项目，不过也许他们感觉画廊
已经完成使命了。 ”他还认为，“与
中国人做生意还有其他方式。虽然
关税的情况令人不安，但其实 1％
的基本进口税加上 13％的销售税
是能克服的。 最终，我们相信中西
艺术界和市场的距离将越来越近，
而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在
支持这一点”。

Artnet 新闻

佩斯画廊宣布撤离，大概是这
个夏天当代艺术市场最“冷”的消
息。除了其负责人所提到的经营策

略调整外，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可能
与佩斯画廊面临的高额成本有关。
如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创始人郑林
分析道：“如今的当代艺术市场
已经大不如前， 许多以往的名
家作品的销售情况都未能尽如
人意。 佩斯画廊 2000多平方米的
空间， 本身就需要高昂的成本，再
加之内地的关税较高，各大国际画

廊在开设了香港空间后，都会考虑
在内地设立空间的必要性。 ”另外
有业内人士认为，当代艺术市场低
迷， 当前画廊也趋于两极分化：一
边是成熟画廊地位稳固， 不断拓
展；一边是节省运作成本的小画廊
和非营利空间纷纷涌现。但品牌化
依然是画廊发展的重要途径。

《北京商报》

【各方评论】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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