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 产 业 2016年1月26日 星期二 11

今年 1 月 18 日，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发布了“2015 年全国 10 家文物艺术品拍
卖公司述评”，其以北京保利、中国嘉德、
北京匡时等 10 家拍卖公司为样本，对
2015 年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情况进行
分析。截至 2015年 12月底，我国文物拍
卖企业达 436 家，从业人员 6000 多人，
年成交额 300 余亿元。从拍卖成交额、
成交率等指标来看，持续数年的调整仍
然没能走出困境，大型拍卖公司的成交
率都有所下降，而中小型的拍卖公司则
出现了亏损甚至停拍。从市场结构上
看，近现代和当代书画的缩水直接拉动
了整体市场的下滑，中国书画成为整体
市场下滑的主要因素，对总成交额的影
响率高达 90.55%。

上述分析体现了我国拍卖市场的宏
观现状，这也可以从 2015 年年末举行的
西泠秋拍略见一斑。这季秋拍尽管出现
了 4 件超过亿元的拍品，也有超过 15 个
拍品在专场凭借 100%的成交率获得了

“白手套”的殊荣，拍卖市场却依然低
迷。甚至可以说，艺术品拍卖市场在
2011 年达到极盛之后一路下行，遭遇了
最冷的寒冬。

寒冬，既是冷酷的，同时也孕育着春
的希望。各个拍卖行在“苦熬”之余，不
得不冷静下来，好好思索，哪些行为应该
规范，哪些宗旨应该秉承，哪些形式亟待
完善。而这些变化，在 2015 年的秋拍中
也已有所体现。

精品意识永远有市场

业界在深刻反思，内地市
场是否因为过多的重复拍卖而
让人审美疲劳

记者了解到，拔得这季秋拍头筹的
是李可染的 《万山红遍》，以 1.84 亿元
在嘉德“大观之夜”成交，让业界沸
腾。以毛泽东 《沁园春·长沙》“看万山
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
流”意境为题创作的 《万山红遍》，是
李可染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新中
国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据悉，从 1962 年到 1964 年之间，
李 可 染 先 后 共 创 作 了 7 幅 《万 山 红
遍》，其中 4 幅现存于国家美术机构，
其余 3 幅均曾有过上拍经历。此次成交
的 《万山红遍》 原是北京荣宝斋的旧

藏 ， 在 2000 年 由 北 京 荣 宝 斋 拍 卖 拍
出，当年曾以 501.6 万元的成交价创下
李可染单幅作品的拍卖纪录。

在这季秋拍的“大观之夜”现场，
李可染 《万山红遍》 以 5800 万元起拍
后，很快便轻松过亿，叫价至 1.27 亿时
杀入一位新买家。经过 20 多分钟的竞
夺后，最终由场外买家以 1.84 亿元收入
囊中。首件过亿元拍品的成交拨动了业
界的神经，不少人直呼“暖冬”来了。

不久之后，齐白石“叶隐闻声”花
卉工笔草虫册、十四世纪释迦牟尼佛两
件拍品又先后破亿，分别在保利夜场中
以 1.15 亿元、1.035 亿元成交。而上海
嘉禾拍卖上拍的潘天寿 《鹰石图》 最终
以 1.15 亿元成交，成为上海拍卖第一件
破亿作品。

事实上，天价拍品的出现，无关寒
冬、暖冬，精品永远都有市场。中国嘉
德董事总裁兼 CEO 胡妍妍认为，未来
五年是艺术品拍卖业结构性调整的关键
时期，野蛮生长的时代正渐渐远去，精
耕细作的慢生活即将开始。

谈到这季秋拍，还有件拍品不得不
提，即莫迪里阿尼创作于 1917 年至 1918
年的油画《侧卧的裸女》。2015 年 11 月
在美国洛克菲勒中心举行的“画家与缪
斯晚间特拍”上，著名藏家刘益谦以 10
亿元将这幅明星标的收入囊中，不少媒
体戏称这是“世界上最贵的女人”。

不过，这并非中国藏家在海外豪购艺
术品的首例，2013 年万达集团在纽约佳
士得以 1.72 亿元购得毕加索的《两个小
孩》；2014年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中军在纽约苏富比印象派及现
代艺术晚间拍卖上以 3.77 亿元买下梵高
的《静物，插满雏菊和罂粟花的花瓶》；
2015 年 5 月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健林再度在苏富比以 1.27 亿元
买下莫奈的佳作《睡莲池与玫瑰》⋯⋯在
感叹国内藏家品味不断国际化的同时，业
界也在深刻反思，内地市场是否因为过多
的重复拍卖而让人审美疲劳？

“有故事”才有好人气

艺 术 品 市 场 逐 步 回 归 理
性，拍卖行必须要从挖掘整理
上下功夫

“白手套”意味着 100%的成交率，

也就意味着该专场超高的人气。这季秋
拍中，有一个特别的专场被津津乐道，
虽然只是几十封书信，却以 2043.1万元
的总价悉数成交，令人咋舌。

这就是保利推出的 《情愫东瀛——
山田家藏大千遗墨》 专场，该专场 84
件拍品中有 79 件是时年 62 岁的张大千
写给日本女朋友山田喜美子的情书，拍
卖现场火爆的人气让人出乎意料。不少
买家几经争夺才拍得了一两件标的，其
中有两封估价仅一万元的情书分别以
86.25万元和 80.5万元成交。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有故
事”是最好的诠释。艺术品拍卖，本就
是关乎情趣的一件事。喜欢，就有人
买，喜欢的人多了，成交价自然就高。
因此，拍卖行挖掘故事、整理学术线索
的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

“有故事”才有好人气的状态在其
他的“白手套”专场同样存在。对于保
利秋拍而言，最受瞩目的当属 2015 年
12 月 7 日的超级夜场。其中，“过去
佛，现在佛，未来佛——Speelman 秘
藏梵像聚珍”专场全部成交，十四世纪
释迦牟尼佛突破亿元，这一专场之所以
受藏家追捧，主要由于拍品均为英国传
奇收藏家 Speelman 的藏品，有多次出
版著录和清晰的拍卖收藏记录。可以
说，是收藏家 Speelman 为这些拍品作
了背书，他的故事广为流传，从他手中
流出的藏品被打上“好东西”的烙印。

有故事，并非指攀缘附会、生搬硬
造的“小道消息”，而是需要拍卖行深
入挖掘拍品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学术研
究。尤其在当下，艺术品的价格逐步回
归，艺术市场越来越理性，藏家的品位
越来越高，拍卖行必须要从挖掘整理上
下大功夫，凸显拍品的价值。

拍卖行业需要规范化

将中低档的拍卖活动经常
化和普及化，培育出大范围的
藏家意识，高价拍卖才立得住

如果去掉各场拍卖的“最高分”，
人们就会清醒地看到艺术品“跌价”的
现实。“数一数二的标的没有出现流
拍，一般面貌的、价格虚高的就不好出
手了。”翰海拍卖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道。也有不少拍卖行选择停拍，或把一

年两季改为一季。
在流动性资金短缺、供需市场都很

萎靡的情形下，近年来全国各地倒下了
一批拍卖公司，其中也不乏北京永乐这
样的知名拍卖行。2013 年永乐的关张
让不少业界人士扼腕，其规模虽非数一
数二，但其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却站在
行业前列。有人甚至感慨地说：“永乐
是因为太守规矩而导致客户流失。”

然而，在行业大洗牌的趋势下，劣
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终不得长久，市场初
期野蛮生长起来的公司终要回归到规范
的轨道上来。“诚信应作为一切工作的
准则。”诚轩拍卖董事长左京华说道，
就买家而言，应以最严格的态度确保每
件拍品的真实性，绝不允许委托方作价
等假拍行为。对于卖方，应努力查找拍
品的背景资料，挖掘拍品的收藏价值，
在 拍 卖 图 录 编 写 的 诸 多 细 节 上 精 益
求精。

在规范经营的前提下，传统一年两
季大型拍卖 （春拍、秋拍） 的形式也可
以作一些改进。目前，为了盘活市场，
不少拍卖行在尝试推出特色专场的途
径，取得了一些成效。此外，也有不少
拍卖行借助互联网的大趋势，利用网络
拍卖吸引部分藏家参与。

而面对拍卖行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不少业内人士也纷纷提出质疑。“我们的
从业理念、管理运营的模式是不是遇到
了瓶颈？对于拍卖这种交易方式，我们是
否真正认识到了本质？”北京拍卖行业协
会会长甘学军提出，传统的“春秋拍”模
式有些单一，应该丰富和改变，走多元化
的道路。“擅长什么就做什么，有些项目
该小则小。为什么一定要到五星级饭店
去拍卖？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拍卖？一场
拍卖会有几十个人到场的状况并不丢
人。”甘学军举例说道，巴黎有一个地方
叫“天天拍”，在市中心的一栋楼里，有 15
个房间每天都有拍卖，有同时的，也有不
同时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就在那些房
间里进行。“我国拍卖市场的普遍心态亟
需改变。”甘学军说。

可见，过于同质化的竞争其实是一
种资源浪费，尤其对于小型拍卖行而言。
经常性的拍卖需要增多，要做出有层次
的拍卖。只有将中低档的拍卖活动经常
化、普及化，才能做好大市场的基础，培
育出大范围的藏家意识，高价拍卖才会
立得住。

量额双减是 2015 年艺术品拍卖市场

无奈的现实：上拍量下降 13.96%、成交

量下降 13.40%、成交额下降 15.38%⋯⋯

甚至有业内人士戏称过去的一年是中国

艺术市场的“熔断年”：拍卖市场持续低

迷、年轻画家接不到订单、不少画廊纷

纷休业。遥想当年的火热场景，如今，

艺术品市场进入新常态已是不争的事实。

“闭着眼睛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

未来该如何走下去？整个市场都在冷静

思考。苏富比亚洲资深顾问温桂华坦

言，“新常态”是种不可逆转的发展状

态，因此只有主动作为才是硬道理。如

何主动作为？除了减量增质、深挖潜能

之外，市场已经作出了新的尝试。

首先，培育艺术消费市场，人人都

成为收藏家。国人文化需求的快速上升

有目共睹，这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必然

结果。艺术品的享受将不再是金字塔尖

上的几个人的事情，艺术品消费的力量

正在显现。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艺术品消费或许会支撑中国艺术品市场

未来的转型和结构，改变过去以收藏市

场或投资市场为主要属性的状况。面对

广阔的蓝海，如何来培育一个具有广泛

参与度的大众性市场，需要各层次艺术

机构的共同努力。正如收藏家朱绍良所

说，市场不能竭泽而渔，希望更多人进

入艺术品市场。如果只靠忽悠，拉帮结

派、抱团取暖只能一时不能一世。拍卖

公司、画廊、艺术院校、收藏家，要更

多地去做一些艺术文化的普及工作。

其次，走国际化的路子，向外拓展

“疆土”。艺术往往是没有国界的，在市

场低迷的 2015 年，依然有不少的外国藏

家在购买中国新生代艺术家的作品，而

国内的收藏家也纷纷斥巨资到国外参加

竞拍。中国藏家全球化的收藏正成为一

个新的趋势，而全球藏家和艺术市场对

中国艺术品也有持续的关注度与兴趣。

作为中介机构的拍卖行不可避免地开始

了国际化的发展探索，例如保利拍卖就

十分注重海外市场，近三年来陆续开辟

了保利香港、保利澳门，逐渐形成了当

地的本土化经营。

第三，试水互联网+，带来新的体

验。在传统市场上，拍卖公司一年能吸

引上千客人就已非常不错了，可在互联

网条件下，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上百

万人都可以同时来参与交易。基于此，

产生了电商平台、网上画廊集群、网上

拍卖集群、网上艺术家集群，以及各种

各样的微拍，这些新兴业态为艺术品市

场带来了新鲜血液。不少业内人士认

为，艺术品电商是艺术品交易的空白及

未来，互联网+的出现将冲破传统的购

藏体验。然而，也有不少人觉得某些电

商平台搅乱了艺术品市场正常的秩序。

新事物总是从无序中蓬勃发展起来的，

无论爱与恨，它都为我们揭示了一条可

能的发展道路。

艺术，本是美的享受，如果过分强

调其投资属性、保值价值，敏感的艺术

品市场将不可避免地随着经济环境的微

调而剧烈波动。无论是培育艺术消费、

向国际拓展，还是试水互联网+，都在

为艺术品市场寻找新的买家，以及新的

供应品种。在这个过程中，让艺术品更

多地回归到美、回归到文化内涵本身，

多做一些艺术品教育的工作，才能开辟

出稳定而长远的市场，培养出忠实而坚

定的客户群体。

让艺术品回归美的本质
敦 临

市场从业理念和管理运营模式有待深度挖掘市场从业理念和管理运营模式有待深度挖掘——

艺术品拍卖如何走出寒冬艺术品拍卖如何走出寒冬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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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化进万家”：

凸显惠民和暖心
新华社记者 闫祥岭

元旦春节期间，北京市发挥文化优势，广泛开展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以送演出、送
电影到基层，举办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等方式，提供多
样化公共文化服务，丰富首都市民的节日文化生活。

据了解，北京市将以文化惠民为重点，开展各类文
化活动 410余项，呈现多重特色。

一是“年味儿”足。各项文化活动突出传统节庆文
化特色，积极融入时尚元素。除举办各具特色的新年文
艺演出外，地坛庙会、龙潭庙会、厂甸庙会、东岳庙庙
会、大观园红楼庙会、莲花池庙会等传统庙会，延续了
鲜明的文化特色。

二是以群众为主体。各类传统秧歌、花会表演继续
开展，丰台区长辛店“闹新春”秧歌巡游、石景山区金
顶街庆新春花会表演、顺义区“赵全营杯”民间花会大
赛、密云区大城子镇“扭秧歌、唱大戏”等活动都将一
一登场。

三是突出文化惠民。北京图书馆联盟、各级图书馆
继续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举办专题性展览、公益性讲
座，放映公益性电影，并开展“猴年话猴成语接龙”、
猜灯谜、贺岁电影展播、创意课堂、亲子阅读等群众喜
爱的文化活动。

四是强化送温暖主题。朝阳区将举办“打工春
晚”，这一历时 5 届的全国劳动者春节联欢晚会将以

“劳动·互助·生态”为主题，真实反映当下中国打工群
体的所思所感。

五是文化志愿服务广泛开展。由多个部门共同主办
的“美丽乡村 筑梦有我”百名主持人牵手美丽乡村大
型年度公益行动，将继续助力乡村建设，推出以“讲村
史·知乡情·爱家乡”为主题的活动和大型公益收官
活动。

春节期间，国家大剧院将组织 《龙凤呈祥——全球
华人新春音乐盛典 2016》《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千零
一夜》《冰山上的来客》《歌女乔康达》 等重点演出。北
京人艺、北京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以及北京演艺集团
下属北京歌剧舞剧院、北京市曲剧团等市属院团也将推
出一系列精彩演出。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将开展“公益电影乐民心”
电影主题放映活动，利用全市农村数字放映影厅播放优
秀影片。中国电影博物馆将举办纪念中国电影诞生 110
周年电影展映之戏曲影片展，展映 20 余部戏曲影片，
包括传统京剧电影 《铁弓缘》《宋士杰》《借东风》，现
代京剧 《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 等经典
曲目。

此外，元旦及春节期间，北京各博物馆还将以“我
们的中国梦”为主题，推出“博物馆里过大年”等几十
项特色活动。“近藏集萃——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
物特展”将精选出百余件 （套） 近年来新入藏的代表性
文物进行展示；首都博物馆将举行生肖系列展览，通过
馆藏猴形象的文物、图片、文字、多媒体等形式，展示
中国生肖猴文化的发展脉络。

载道文化推陈出新——

打造国学古籍精品
本报讯 日前，北京出版发行产业促进交易会暨出

版物订货会 （文史类会场） 在北京举行。由中国出版协
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的第二十九届北京图书订
货会也相继举行。在这两场出版发行业盛会中，载道文
化发展 （北京） 有限公司从 3000 余家参展单位中脱颖
而出，吸引了众多目光。有的书商朋友甚至用“最令人
难忘的出版物”表达他们对这家公司的认可与肯定。

记者了解到，载道文化是一家专业从事国学古籍藏
书开发、制作、出版、发行、销售、平台展示和电子商
务服务的文化创意科技公司，创立至今已有 8 年。载道
文化创始人、董事长赵朝霞向记者表示：“坚持‘国学
文化修身立志’精粹，坚持‘国学就是最美艺术’的原
则，实现国学产品‘如诗如画’的唯美境界和至高文化
品位，建设本土民族文化精品品牌，是载道不懈的追求
与前进方向。”

展会上，载道文化以精巧细腻的现场布展与热情
洋溢的讲解介绍，吸引了无数书商与展商驻足流连。

《大唐三藏圣教序》《九成宫醴泉铭》《怀素草书法
帖》 等经典碑帖藏书，以其版本珍稀、精良的制作工
艺、高度的还原让众多参观者惊叹不已；以创新形式
面世的 《中国碑帖珍品留真集》《中国宋画珍品留真
集》 汇集众家精粹，得古典文化艺术之大成；《黄庭
坚行书青衣江题名卷》《唐仪风元年金刚经》《王羲之
十七帖》 等国宝级手卷，形式罕见、工艺精湛，获得
了众多参展宾朋的青睐。记者了解到，2013 年至今，
载道文化已连续两次荣获有着全球印刷界“奥斯卡”
之称的美国班尼金奖；2014 年，载道藏书分别获得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永久性收藏；2015
年，载道藏书入选中国教育部文创产品出口行列⋯⋯
短短数年间，凭借对高端古籍碑帖出版物的领先策划
能力、对产品艺术品质的极致追求、多面的销售渠道
与优质的相关体验服务，载道文化获得了古籍再造和
文化艺术产业诸多同仁的称赞。

业内人士认为，在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不
断发展与调整之中。而经济和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
响、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伴随着
社会经济的日益增长而不断迈向高端层面。作为中国文
化发展创新产业中的重要一员，古典文化精品或将成为
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在全民阅读的时代，文化产业
不断推陈出新、绽放光彩，像载道文化这样的精品国学
古籍出版公司将有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更为
广阔的市场前景。”赵朝霞说。 （肖 亮）

①①

②

①①图为两名观众在日前北京举行的一场艺术品拍卖会图为两名观众在日前北京举行的一场艺术品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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