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可 逊克玛瑙“合家欢”摆件 落槌价：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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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观今年主打“节点作品”
●博 文

三个专场、150余件拍品，共收
获 1720.5 万元的落槌价，日前在北
京长富宫饭店落幕的北京博观
2019 春拍为今年的当代玉雕市场
交出了一份惊喜答卷。 而其倡导的

“节点作品”概念，也为藏家提供了

一种全新认识当代玉雕的思路。
本次春拍的“状元”毫无悬念

地归属于“夜宴”专场的“节点作
品”———《祝寿图》。 该作出自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顾永骏之手，创作于
40年前，与《石刻聚珍图》《汉柏图》
《神州五岳》 并列为顾大师艺术生
涯中的“四大名作”，多年来作为私
人珍藏极少面世。 其经过多轮激烈
竞拍，最终以 288万元落槌。

据介绍，“节点作品”是北京博
观为梳理当代玉雕发展脉络而特
别提出的学术性概念，其本质是指
个人或群体的艺术生命与历史发
展进程上的重要坐标：或许是某一
风格与技艺最成熟表现的作品，或
许是风格转变明显的拐点，或许是
材料、工艺都十分难以再现的经典
之作等。 顾永骏《祝寿图》即是这样
一件材质珍罕又具有深厚人文底
蕴的“节点作品”。

本次拍卖另一大亮点来自“清
隽”专场，其中推出的四块来自资
产处置渠道的和田玉原石成为稀

缺性与物美价廉的完美结合，预展
亮相时就以体量硕大、品质上乘的
黑马之姿获得多位藏家的关注。 最
终它们采用荷兰式降价拍卖后全
部成交，成为一个“意料之外，情理
之中”的热点。“随着和田地区开采
模式的转变，虽然总量看起来并未
减少，但其实都是普货与低货的快
速流通，真正的好料几乎不再公开
流入市场，变得价格既高又难以得
见，可以说整个市场都在对好料翘
首以盼。 ”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说道。

除此之外，很多青玉、碧玉、黄
玉、 玛瑙等材质的拍品都大受欢
迎，比如高俊华碧玉籽料寻隐青山
子以 13 万元落槌， 李可逊克玛瑙
“合家欢”摆件以 22 万元落槌。 这
些作品的显著共同点就是非白玉
材质、价格亲民、趣味性强。 有业内
人士表示，在白玉日益走高的趋势
下， 藏家将目光转向其他材质，并
且更加注重趣味、 创意与工艺，这
是当代玉雕收藏健康发展的重要
方向之一。

顾永骏
和田玉籽料《祝寿图》摆件
落槌价：2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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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亚洲市场 香港苏富比上半年报出炉
●苏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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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吸引年轻藏家

在年轻藏家开拓方面苏富比
表现得十分积极且效果明显，有
26%的亚洲买家为 40 岁以下人
群。 随着年轻藏家的崛起，艺术品

拍卖也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潮流元
素。

4月 1日举行的 2019香港苏富
比春季拍卖会“NIGOLDENEYE誖
Vol. 1” 专场 33 件拍品全部成交，
斩获 2.1994475亿港元， 为拍前总
估价的 6 倍。 美国潮流艺术家
KAWS 的作品《THE KAWS AL－
BUM》 以 1.15966 亿港元成交，超
过高估价 10 倍有余， 大幅创下艺
术家个人拍卖纪录。 而据统计，专
场的年轻买家比例更是直逼 50%。

另外，今年上半年香港苏富比
共举行六场网上拍卖，其中 5 月份
举 行 的 “The Supreme Vault:
1998-2018”专场，162 件拍品全数
拍出。 而在投标者当中，逾 70%为
新客户， 超过 75%为 40 岁以下人
群。 该专场收集了横跨 1998 年到

2018年的所有 Supreme 配件，其中
与 Everlast 的联名沙袋、Coleman
联名摩托、Stern 联名弹珠机等，又
一次抓住了年青一代的心。 同时也
能看出，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拍卖
行，苏富比也开始逐渐进入更多年
轻群体的视野当中。

西方艺术品逾九成易主

亚洲藏家对于西方艺术的兴
趣日增也值得关注。 在 4月份举行
的香港春拍中，苏富比带来了历来
最多元化的西方艺术拍品种类，呈
献了 50 多位西方艺术家逾 100 件
拍品， 不少更是首度于亚洲上拍，
成交率逾 90%，总成交价超越高估

价，中国内地客户的参与度表现出
明显的增长趋势。 其中，埃塞俄比
亚女艺术家朱莉·梅赫雷图作于
2006 年的《墨景（深邃的光）》吸引
了多位藏家竞逐， 最后以 4420 万
港元成交， 刷新了艺术家拍卖纪
录。

而在全球拍场上，于苏富比购
藏西方艺术品的亚洲藏家人数较
去年同期也增长了 25%。 在今年 2
月份于英国伦敦举行的“印象派及
现代艺术晚拍”中，亚洲藏家表现
积极，来自亚洲的竞投者较去年同
期上升了 50%。 另外，5 月份在美
国纽约举行的“印象派及现代艺术
晚拍”中，也有 20%的拍品由亚洲
藏家竞得。 其中毕加索的《火枪手

与烟斗》 即由亚洲私人博物馆竞
得，成交价达 2076.6万美元。

各个板块佳绩连连

综观香港苏富比上半年业绩，
共诞生了六件亿元拍品、刷新逾 28
项世界拍卖纪录，在众多板块取得
佳绩。 其中，中国艺术品总成交额
达 7 亿港元、中国书画总成交额达
4.88亿港元、现代艺术取得 8.51 亿
港元总成交额、当代艺术则有 8.01
亿港元总成交额进账。 另外，东南
亚艺术、洋酒、钟表等板块也分别
取得了 1.67亿港元、3.06亿港元和
1.35 亿港元的佳绩。 其中，新客户
占整体买家人数的 22%。

对于上半年取得的成绩，苏富
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表示：
“亚洲苏富比上半年度佳绩连连，
业务优势不言而喻。 首先，它反映
拍品的质量卓绝，这多亏我们经验
丰富且眼光独到的专家团队，他们
深谙市场需求，且对征集来源了如
指掌。 其次，如此佳绩也见证了收
藏群体的不断拓展，奏效的电子营
销及推陈出新的拍卖活动，成功吸
引了一众充满热忱的藏家。 ”

近年来，经过名家之手递藏的
文物艺术品，往往会在市场上引起
各路人士的争夺。即将于 8月 4日

在厦门瑞颐大酒店开槌的保利厦
门 2019 春季拍卖会就有这样一批
拍品与藏家见面。

本次春拍，“远山晚翠”龙泉青
瓷专场及“玄览”古董重器专场将
分别呈现两件龙泉窑青瓷和两件
粉青釉瓷器，皆是来自北美十面灵
璧山居旧藏，殊为难得。 其中一件
清乾隆粉青釉浅浮雕夔龙纹如意
耳葫芦尊最为引人关注。葫芦尊也
称如意尊，《饮流斋说瓷》之“说瓶
罐第七” 记载:“如意尊高约六七
寸，清初多作青花、若纯色釉及暗
花者亦为雅致。 ”葫芦尊因腹部形
状不同可分两种， 一种为圆腹、一
种为扁腹，相较而言如本品扁腹者
则较为少见。 另外，粉青釉色泽青
绿淡雅，釉面光泽柔和，釉层可施
较厚，使器物的釉色达到柔和淡雅
的玉质感， 为青釉中最佳色调之
一。

清乾隆粉青釉模印夔龙纹双
耳扁壶也是本次拍卖焦点之一。其

原为 Frank Caro、Evelyn Annen－
berg Hall、北美十面灵璧山居等诸
多名家递藏， 该器呈扁圆形，唇
口 、短颈 、溜肩 ，器身自上而下
共有七层纹饰， 均以模印夔龙
纹为主；通体施粉青釉 ，釉面光
滑凝腻，有玉之纯净盈透感，底刻
“大清乾隆年制” 六字三行篆书
款。

除此之外，明初龙泉窑青釉玉
壶春瓶、明永乐龙泉青釉葵口折沿
荔枝花卉纹大盘等也是藏家青睐
的精品。龙泉窑青釉玉壶春瓶通体
满施青釉，釉面凝润，色泽清新素
雅，外壁光素不着冗余纹饰，在线
条流动感及整体韵律感方面本品
则更具表现力。龙泉窑大盘于盘心
刻荔枝花卉纹， 枝蔓繁盛葱茏，丛
丛叶片间偶有簇簇荔枝结伴而生，
果实饱满盈然，富态可爱。

保利厦门携名家藏瓷 8 月开拍
●云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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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粉青釉模印夔龙纹双耳扁壶
高 23.5厘米
估价：800 万至 1600 万元

华艺春拍古董珍玩亮点多

华艺国际 2019 年春拍开槌在
即， 其所呈现的古董珍玩专场为各
路藏家甄选了近 600件拍品。“私家
藏珍”专题包含了杨宗翰、高丰等名
家旧藏，还有来自苏富比、佳士得、
邦瀚斯等世界知名拍卖公司的早年
拍品等。“私家藏瓷”专题则涵盖青
花、彩瓷、颜色釉等瓷器品种，其中
不乏明清官窑精品，在器型、纹饰上
各具特色， 为新老藏家提供了兼具
收藏价值与较高性价比的选择。 据
悉，本次拍卖预展将于 8 月 8 日至 9
日在广州南丰会展中心举行，8 月
10 日至 11日举槌。

中贸圣佳赴狮城展开征集

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香港之
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 也有着
丰富的文物艺术品收藏。 8 月 4 日，
中贸圣佳专家团队将来到新加坡文
华大酒店，为 2019 年秋季拍卖会开
展公开征集活动。 据了解，此次征集
范围包括中国书画、 二十世纪及现
当代艺术、瓷器、玉器、文玩杂项、古
典家具、古籍善本、名人书札、金铜
佛像、国石篆刻、钱币邮品等。

奥斯卡影帝藏名表将上拍

一枚奥斯卡影帝马龙·白兰度
（Marlon Brando）戴过的劳力士 GMT
将在 12 月 10 日于纽约举行的富艺
斯“GAME CHANGERS”钟表拍卖会
上拍卖。 这块表是 1972年制作的劳
力士 GMT-Master，型号 1675。 按照
富艺斯的说法， 这块表保留了劳力
士 50 年前出厂的倒角、 曲线和锋
利的表缘。 发光小时标记和指针
均匀美观，呈现米色色调，并配有原
装的表盘、指针、表壳 、水晶和表
冠。 而这块表的拍卖部分收益将
会捐助于 Petra 与 Russel 的慈善
基金会，为受虐、贫困和残疾儿童提
供捐助。

一组共 54 瓶、据说现存不足
四套的威士忌逸品———“羽生伊
知郎全副扑克牌系列” 一定让爱
酒的藏家垂涎欲滴。 将于 8月 16
日举行的香港邦瀚斯“稀有葡萄
酒及威士忌拍卖会”上，购藏这一
系列佳酿的愿望将有机会实现。

据了解，此系列 54 瓶酒标分
别代表一套完整扑克牌中的每一
张牌， 瓶中佳酿则以知名停产酒
厂“羽生蒸馏所”的单桶极品威士
忌装瓶， 自 1985 年至 2014 年间
推出市场。 2015 年，邦瀚斯成为
首家拍卖“羽生伊知郎全副扑克
牌系列”的拍卖行。最终以 379.75
万港元成交的该系列威士忌，创
下日本威士忌系列的世界拍卖纪
录，并保持至今，而本次拍卖中，

该系列估价为 450 万至 600 万港
元，更有望再次刷新纪录。

“羽生蒸馏所”由清酒家族的
第 19 代传人肥土五十路（Isouji
Akuto）于 1941 年创立，开始酿制
具苏格兰风格的麦芽威士忌。 其
后于 2000 年停产，伊知郎的长孙
肥土伊知郎（Ichiro Akuto）在其关
闭前， 接收了剩余的 400 桶极品
威士忌。 伊知郎像其祖父一样热
爱威士忌， 故亲自挑选装瓶成每
张“扑克牌”酒品，于 2005 年至
2014 年陆续推出，让羽生的传奇
得以延续。

据悉， 本次拍卖预展将于 8
月 13 日至 16 日举行， 展拍地点
均在位于香港金钟广场的邦瀚斯
艺术廊。

54瓶威士忌
欲“醉”香江

●安 图

羽生伊知郎全副扑克牌系列 估价：450万至 600万港元

清乾隆
粉青釉浅浮雕夔龙纹如意耳葫芦尊
高 18厘米
估价：1800 万至 2800万元

KAWS 《THE KAWS ALBUM》
成交价：1.15966亿港元

朱莉·梅赫雷图《墨景（深邃的光）》
成交价：4420万港元

张大千 《伊吾闾瑞雪图》 成交价：1.62665 亿港元

7 月 24 日， 香港苏富
比公布了上半年报，38.8亿
港元的总成交额与破纪录
的 2018 年 同 期 看 齐 ，
89.3%的高成交率也彰显
了其在亚洲市场的强劲势
头。 而在新藏家的开拓、新
营销手段以及专场的推陈
出新方面，这家老牌拍卖行
体现出了深厚的“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