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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春拍大幕即将开启——

艺术品拍卖：调整中孕育新机
本报记者 李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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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香港春拍将陆续开始。近期，保利、苏富比等几大拍卖行在北京、上海进行了预展。受经济大环境的影

响，2015 年春拍大方向将延续上一年的态势，难以破局。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市场变化，各大拍卖公司都做出了

相应调整，比如在拍卖周期上，从春秋大拍到季拍再到“小拍”越来越多，甚至有的公司还推出了“月拍”。拍卖公

司还加快在二、三线城市的布局

2015 年北京的第一场春雨复苏了万
物。春拍在即，中国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市
场是否也能迎来复苏？

高价难卖
基调依然是调整

“3000 元至 6000 元，《梦蝶图》，范
曾”。走进“嘉德四季十周年庆典暨第
41 期拍卖会”预展现场，三层书画展区
首先看到的便是这张水墨。超低的起拍
价格给了许多参观者不小的冲击，他们
实在无法把眼前的价格和范曾的名字联
系起来。

当然，起拍价不等于估值，更不等于
成交价。然而，拍卖行把起拍价一降到底
的经营策略还是让人感受到了市场中的
寒意。

“总体来说，市场不会像以前那么热
闹，属于结构性的调整。‘嘉德四季十年’
这次依然选取了性价比高的作品，像馨墨
斋藏画等几个重要专场拍品的起拍价都
在 3000 元左右，几乎是无底价起拍。”嘉
德四季书画部业务经理刘洪乾说，他们希
望通过此举来引起藏家的竞价兴趣。

“高价难卖。”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小平也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市场
的预期，“艺术品市场 2015 年仍处于良性
调整期，从成交价格来看，超过千万元的
拍品交易会比较困难，而低于一两百万元
的艺术品则容易成交。”

具体到门类品种，何小平认为当代
书画价格将首当其冲，价格会有所下
跌；近现代书画虽然出现回调，但依然
是拍卖市场的主要力量，整体仍会较受
欢迎；古董珍玩历年来表现都比较平
稳，今年起伏也不会大。

事实上，自 2011 年中国文物艺术品
拍卖成交总额开始大幅下调以来，市场始
终没有“回过神”来。据中国拍卖行业协
会发布的 2014 年拍卖业蓝皮书显示，去
年全国共举办文物艺术品拍卖会 2736
场，成交额 307.6 亿元，与 2011 年相比，
降幅近半。

调整的“寒意”还在持续，不过，今年
的春季拍卖市场依然会有若干“火爆”
点。2015 年，是拍卖业中一个比较特殊
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国两大拍卖巨头
——北京保利和中国嘉德都分别迎来了
10周岁生日。

中国嘉德品牌拍卖会——“嘉德四
季”已走过 10 个年头，作为全年首场较大
型的拍卖会，每年 3、4 月份的嘉德四季拍
卖成为了当年市场的晴雨表，颇受人关
注。为庆祝成立 10 周年，本次嘉德四季
拍卖首次推出了近现代书画“四季之夜”
精品夜场，值得期待。

作为中国拍卖行 NO.1 的北京保利
更是在 10 周年之际推出了前所未有的拍
卖品——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这十
二条屏是市场可流通的白石老人作品中
规模最大的山水精品。目前估值 10 亿元

以上，一旦成交，将彻底刷新中国艺术品
的价格，使得中国艺术家作品的价格可以
和毕加索等国际艺术家达到同一数量
级。3 月 20 日至 30 日，该画作在保利艺
术博物馆展出的短短 10 天里，前来瞻摩
的观众就超过了万人，更有诸多爱好者日
日前来欣赏体味。

这件拍卖品集万众瞩目于一身，它何
时上拍？如何成交？能否为调整中的拍卖
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业界翘首以盼。

润物无声
市场需要培育精品意识

安思远，无疑是今年文物艺术品拍卖
市 场 最 热 门 的 名 词 之 一 。 他 代 表 着
100%的成交率、世界拍卖纪录的频繁诞
生、珍贵的拍卖师“白手套”荣誉⋯⋯

有着“中国古董教父”之称的安思远，
是一位美国收藏家，他热爱中国文化，一
生中积累了很多珍品。自去年之后，他的
毕生收藏开始陆续走向市场，引起了世人
的追捧。

当地时间3月17日晚，佳士得“锦瑟华
年——安思远私人珍藏”夜场以100%的成
交率在纽约落槌。一套4张中国明代黄花梨
圈椅拍出了968.5万美元的“天价”，创造了
黄花梨家具拍卖最高世界纪录。

“一张椅子就拍得 240 多万美元！‘安
思远现象’启示国内拍卖市场：无论市场
活跃与否，只要是出处好、流传有序且较
为稀少的作品，一定会受到市场追逐。”北
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说。

所幸的是，国内各拍卖行已经深刻认
识到了精品的重要性。“现今的市场发展
表明，藏家关注精致顶尖的拍品，层次与
收藏系列的分化越发显著，因此今年春拍
我们准备了多样化的专场与专题，提供给
藏家不同的选择。”保利香港执行董事张
益修介绍说。

在拍品构成方面，北京保利、中国嘉
德、西泠拍卖等机构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调整和优化，增加了珠宝玉石、佛教艺术、
古典家具等拍品的数量，同时，名人信札、
石器艺术、青铜礼器、艺术设计、西洋古
董、漫画、插图、连环画等新兴门类的拍品

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随着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藏家也在不

断成长，他们对拍品背后的文化追寻越来
越渴望，简单“一锅烩”的拍卖形式已远远
不能满足需求。为吸引客户，各拍卖行开
始越来越深入地挖掘拍品的文化价值，并
作出学术梳理，同时，通过讲座、展览、研
讨会、艺术体验季等形式为藏家和准藏家
们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和体验。

这种文化行为，正像文化本身一样，
将“润物细无声”地为文物艺术品拍卖市
场营造良好的氛围，其暗藏的巨大能量会
在未来凸显。

大众消费
不再是少数人的游戏

线上、线下，珠宝城里、古玩场里，如
今各类拍卖会遍地开花，早已褪去了神秘
的外衣。即使在传统的拍卖场上，也出现
了越来越多的大众面孔。

据《2014 年拍卖业蓝皮书》统计显
示，2014 年秋拍时，10 家样本公司成交
额在 100（万）元以上的拍品比例，已从
2011 年春拍时的 10.6%下降到了不足
5%。这一价档结构的变化，表明一个以
大众化艺术消费为基础的文物艺术品市
场正在逐渐形成。虽然，这是拍卖企业被
动应对市场调整的结果，但其客观上为未
来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持续发展提供
了坚实基础。

“以珠宝玉石品类为例，由于珠宝、当
代玉雕等拍品易于鉴定，高收入人群往往
首选这一品类开始进入文物艺术品市
场。2014 年 10 家样本公司共推出珠宝
玉石专场 19 个，成交额 7.22 亿元，同比涨
幅超过 60%。此外，新型门类热点频出、
拍品多元化、中低价位拍品份额逐渐增大
等市场现象，都是消费性需求增长带来的
市场变化。”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秘书长李
卫东说道。

何小平对这种趋势的判断十分赞同，
“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价格区间的艺术品
越来越受到追捧，大众收藏是今后发展的
方向。前几年市场水分太大，价格虚高，
甚至连行内人都看不懂，现在正是市场重
新判断、重新定位的过程，是正常回归。”

“真货真价，假货假价。”正如收藏家
刘文杰所说，市场永远不缺乏潜力，然而，
让不少藏家裹足不前的恰恰是拍卖企业
自己知假拍假的所作所为。针对此种怪
相，多方呼吁《拍卖法》能尽快实现修订
和完善，以提振大众参与的信心。

大资本的青睐可以快速引爆一个市
场，正如从 2008 年开始大举进入文物艺
术品的金融资本，但这种热钱催生的市场
往往疯狂大过理性，易使人在飘飘然中离
开脚下坚实的道路。长远来看，这种泡沫
需要被戳破，调整中的思考和转型更弥足
珍贵。无论 2015 春季拍卖季将交上怎样
的成交卷，我们都将欣喜地看到文物艺术
品拍卖市场良性发展的明天。

国产电视剧“走到”越南

引起当地老百姓共鸣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日前，由慈文传媒集团等机构出品的国产电视剧《老
马家的幸福往事》在越南电视台播出，引起当地观众的热
烈反响。该剧以跨年代、跨地域的史诗叙述方式，全景式
详细记录了从上世纪 70 年代到 21 世纪初，上海某里弄
的一户普通人家如何借助改革开放的契机，追风逐浪，在
人生大潮中跌宕起伏。不少越南观众评价，通过这部中
国现实题材电视剧，发现中国老百姓和自己的生活有很
多共鸣，剧中跨越 30 年的时空转换，让他们更好地理解
当代中国。

《老马家的幸福往事》出品人、国家一级编剧、慈文传
媒董事长马中骏认为，“讲好故事”是影视作品实现成功传
播的基础。因此，对剧本的创作要求非常高。“老马家”的
故事是虚构的，人物、细节等却是无数真实上海寻常百姓
的缩影。该剧光剧本就足足打磨了 4 年多，在国内播出
时，获得最多的观众评价就是“真实”、“走心”、“感动”。

作为国内首批获得电视剧制作甲种许可证的老牌影
视公司，慈文传媒集团曾将巴金的名著《家》改编成电视剧
后，在法国、日本主流电视台播出；将金庸武侠名著改编成
电视剧，打入美国主流市场。马中骏认为，将中国电视剧
发行到海外时，应当考虑当地观众的收视习惯差异，对电
视剧重新剪辑，以满足播出国家老百姓的实际需求。

本报讯 2015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申报工
作近期正式启动。根据财政部下发通知显示，今年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有八大重点支持内容，即巩固文化金融扶
持计划、继续扶持实体书店发展、开展新闻出版业数字化
转型升级、加快推动影视产业发展、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
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支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对外
文化贸易发展、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据悉，拟申报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企业应具备
3 项条件：一是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二是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三
是具有一定规模实力、成长性好，其中净资产一般不低于
500 万元。此外，企业申请项目补助的，原则上只能申报
一个项目，申请金额一般不超过企业上年末经审计净资
产额的 30%；企业集团最多可同时申报两个项目，合计
申请金额不得超过企业集团上年末经审计合并净资产或
母公司净资产的 20%。 （席默言）

2015 年文化产业发展

专 项 资 金 申 报 开 启

日前，由欧洲艺术家夫克斯设计的大型青铜雕塑《马
与龙》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湾流国际公园落成，成为
当地最大的青铜雕塑。该雕塑的承制安装方是来自于遥
远大洋彼岸的中国山西宇达集团。

在此之前，由中国政府赠送给德国政府的《恩格斯铜
像》、国家博物馆的《孔子铜像》、2014 年南京青年奥林匹
克运动会大型青铜主题雕塑《火炬手》、参加北京 2008年
奥运会各国元首的专用礼品《火凤凰》、中国电影金鸡奖、
百花奖奖杯等诸多铜塑精品均出自山西宇达集团。

20 年前，濒临倒闭的山西夏县工艺厂经过股份制改
造，更名为山西宇达集团公司。受到青铜器文化和关公
文化的启发，他们制作了一批关公铜像。随着关公铜像
的热销，宇达集团不断尝试将中国古代青铜器经典装饰
技术运用到现代艺术品中，走上了现代创意青铜器的研
制与开发道路。

如今的宇达集团，不断向市场推出经典青铜雕塑创
意、作品，拥有多项高新技术专利，产品远销欧美等 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2014 年夏，宇达制作的青铜雕塑拍卖专
场在北京保利春拍的“现当代艺术日场”亮相，13 件青铜
雕塑作品最终全部成交，总成交额达 205万元。

“山西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不能
就文化谈文化，要加大文化产业发展与其他产业相融
合的力度，走改革创新之路。”山西宇达集团董事长卫
恩科说。

山西宇达通过不断改革创新——

从传统文化寻找现代产业
本报记者 李 哲

图为中国木偶剧院即将推出的大型卡通舞台剧《新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彩排现场。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坚

持发展儿童文化创意产业，让剧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原

创中心、品牌中心和版权中心。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2015 年内地春季拍卖即将开启，市

场仍将会处于低位运行的态势，几年前

高位接盘的艺术品还会难以解套。从目

前来看，不少人在前几年高位时都没舍

得拿出来的藏品现在更不愿意送拍，拍

品征集难的问题也许在今后多年内都将

是无法解决的难题。由于人们的收藏意

识更加强烈，最初的艺术品投资者随着

经济水平的提高与爱好的增加，对艺术

品的认识开始由投资转变为收藏。此

时，收藏人对艺术品只进不出、多进少

出的惜售行为将越来越普遍。

国外的艺术品收藏已形成了较为稳

定的周期。一位收藏家，年轻时慢慢收

藏，多进少出，由散到聚，逐项形成自己的

收藏序列。收藏家过世之后，由于遗产税

与子女爱好不同等原因，他们的后代会将

藏品交由拍卖行进行拍卖，让形形色色的

人换手收藏，这就出现了从聚到散的过

程。散而又聚，聚而又散，拍卖企业就永

远不缺少拍卖品。但在内地，由于收藏是

刚刚二三十年之内兴起的事情，目前收藏

人群的年龄普遍在60岁以下，收藏界基本

上仍处于由散到聚的买进过程，而较少出

现由聚到散的收藏品释放出来。如此看

来，内地市场拍品资源逐渐面临枯竭，拍

卖品征集将越来越难。

如今的艺术品投资者、收藏者更加理

性，更加注意投资风险的防范，他们喜欢

竞买那些出处清楚、流传有序的拍卖品；

喜欢难得一见的“生货”，而不喜欢那些在

各个拍卖场上经常露脸，拍来拍去的“熟

货”。由于资金紧张、规避风险的原因，人

们更加喜欢买那些中低价位的艺术品，寻

找前些年涨幅不大的二线名家的艺术品，

比如购买青年画家的作品，寻找以前没太

被人关注的收藏品种，开发“价值洼地”或

“价格洼地”。

为了解决征集难的问题，内地几家知

名拍卖行正在调动全部力量在海外进行拍

品征集，中国嘉德首次到了法国，保利去了

美国“扫货”，匡时则去了加拿大⋯⋯收藏

家专场、价值洼地和价格洼地的品种都是

拍卖公司征集的重点。

今年 3 月中旬，纽约举办的亚洲艺

术周取得了不错的经营业绩。佳士得成

交了约 10 亿元人民币，苏富比成交了约

5 亿元人民币。更重要的是，由于已故

美籍收藏家安思远的藏品拍卖形成了新

闻轰动效应，吸引了数量众多的中国人

到纽约去参加拍卖会，成为亚洲艺术周

最大的亮点。

安思远的拍卖专场为什么火爆？主

要因为，他的收藏品都是难得一见的“生

货”，买家基于对安思远的崇拜和信任，使

得其藏品常常远高于市场价成交。内地

也有一些这样的收藏家，但影响力还不

够，目前也没到把藏品整体拿出来全部拍

卖的时候。

为什么国际上拍卖如此火爆，而内

地拍卖市场一直持续调整？原因在于，

内地与国际从金融体制到艺术品收藏市

场等诸方面并没有完全融合相通。2008

年以后，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受到国际

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大，而 2009 年内地的

艺术品拍卖市场却走向高峰。就艺术品

市场本身来看，内地的拍卖企业只经营

中国文物艺术品，只在中国国内经营，

因此在拍品资源和客户资源上与国际拍

卖行的交集并不多，可以说基本上属于

不同的市场范畴，市场关联度和直接竞

争并不很大。因此，佳士得、苏富比在

海外的拍卖结果并不能成为内地春季拍

卖的晴雨表，纽约和伦敦成交活跃，并

不代表内地一定也拍得好。

3 月下旬，北京的几场小型拍卖可以

作为春拍的风向标。观察一下嘉德的四

季拍卖，匡时与荣宝的小拍，很明显，几家

拍卖行都有意压缩了拍品数量，减少了资

金投入，降低了拍品估价，增加了无底价

拍卖品的数量。拍卖场上，买家们明显在

踊跃竞争那些有把握的艺术真品、精品、

“生货”和估价较低的品种。

4 月初，香港艺术品春拍的第一梯队

将在香港苏富比、香港嘉德、香港保利几

家拍卖行展开，由于地域、收藏市场成熟

程度和经营品种上的差异，其结果对于内

地艺术品春季拍卖的影响也有限。

由于几个月来中国 A 股走牛，分流了

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资金，加之其他多种理

由，总的看来，今年内地艺术品春拍，各家

拍卖行的总成交额将会在去年秋季拍卖

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也许减少幅度并不

会很大。重头拍品的顺利成交，也许能弥

补成交额走低，比如，价值 10 亿元左右的

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能否拍出，对保利

的业绩就显得十分关键。

（作者为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法律咨询
与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

内地艺术品春季拍卖压力重重
季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