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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春拍盘点：
资金驱动下的拍场已触天花板？

! ! ! !

随着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春季拍

卖会的落幕! 今年全国春拍至此告

一段落"盘点今年春拍!最大的看点

是高价拍品的各方博弈! 既有像中

国书画中齐白石作品创下的惊人天

价! 也有像瓷器杂件中乾隆珐琅彩

胆瓶的黯然流拍"

在成交与否的生死线上! 这些

高价拍品的表现再一次表明了中国

艺术市场作为资金推动型的牛市的

特征# 在大藏家换手甚至换代的同

时!源源不断的新资金支持了以成倍

翻番的速度持续的市场膨胀!尤其是

那些屡屡破亿的高端拍品!既有大藏

家的大手笔!也有企业集团$融资机

构的身影!显示了当前艺术品市场与金

融资本$产业资本的密切关系"

在这种市场博弈中! 人们不难发

现其中板块轮动的迹象! 从前两年古

代书画与瓷器杂件频频刷新拍卖纪

录!到今春近现代书画创下新天价!问

题是!下一轮热点是什么!油画雕塑可

以为继吗%更重要的是!这一轮拍卖行

情最初的上升动力似乎已经碰到了天

花板"拍卖市场未来前景如何!今年秋

拍会不会更上层楼% 是否真如业内人

士分析的那样! 未来数年中国艺术品

市场都将持续火爆% 持续炽热的市场

&钱景'!是否已经让拍场成为投资$投

机资金闪转腾挪的舞台% 邱家和

今年春拍成交 428亿

! ! ! ! !&$$

年春拍已全面结束。中国拍

卖行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春拍市场前十大拍卖行总成交额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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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远超去年的
$&!

亿元；整个

春拍市场总成交额
(!%)(!

亿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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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拍上涨
$$!)*#+

，环比
!&$&

年秋拍上涨
$')$,+

。

中国书画占据 60%的份额

中国书画虽然上拍数量、成交量

皆有所下降，但整体价格上涨，成交总

额则达到
!'*)!%

亿元，占本季度艺术

品拍卖总额的
-&)&'+

，比上季度

'.)&#+

的市场份额提高了
#)&(+

。中

国书画作品高价迭出，拍卖价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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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榜单中，书画占据
-.

席，其中

古代书画占据了
!%

席，其成交总额

为
!-).(

亿元，占今年春拍书画成交

总额的
#&)(*+

。可见，古代书画依然

是书画市场的标杆品类。而一直是中

国艺术品市场支柱力量的近现代书

画，在今年春拍其价格空间也被进一

步打开。春拍成交价前
#&&

名的拍品

中，近现代书画成交总额为
!,)'&

亿

元，较上季度增加了约
#&

亿元，占今

春中国书画成交总额的
.)#,+

，高于

上季度
-),!+

的份额。此外，近现代书

画有
,

件作品破亿元，齐白石《松柏

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以
()!''

亿元的

高价，不仅刷新了齐白石个人作品拍

卖纪录，而且创造了近现代书画作品

的世界拍卖纪录。除了表现突出的中

国古代及近现代书画市场之外，当代

书画拍卖也有较快的发展。在今年春

拍成交价前
#&&

名的拍品中，当代书

画有
*

件作品入围，其中吴冠中
#.%%

年所作的《狮子林》位居前
#&&

名榜

单中的第
#,

位，成交价为
#)#'

亿元。

瓷杂惊现流拍，但稳中有升

尽管
!&##

年春拍瓷杂拍卖市场

较中国书画市场略显疲弱，成交量、成

交总额在市场中所占份额皆远低于书

画市场，但其总体行情呈稳步上升趋势。

在今年春拍中瓷杂拍品总成交额为

##-)-&

亿元，比上季度增加了
!')%*

亿

元，增幅为
!%)'#+

，但今年春拍瓷杂所

占的市场份额仅为
!*)!!+

。

瓷器作为瓷杂板块中重要的支撑力

量，今年春拍没有预期的火爆，甚至“明

星”拍品出现了罕见的遇冷场面。例如今

春备受期待的香港苏富比“玫茵堂珍藏重

要中国御瓷选萃”专场，成交率为

*&)#,+

，成交额为
,)..

亿港元，远低于拍

前预估。其中拍前备受买家与媒体关注

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瓶”也遭遇流拍。

而玉石制品、古籍善本等拍品得到

迅速发展，无论是成交额，还是所占市场

份额均有所提升，而部分拍品还创出了

新的拍卖纪录。像今年的春拍市场上，一

件“乾隆玉玺”以
#)#(

亿元成交，刷新了

御制玉玺和白玉制品的世界拍卖纪录。

在古籍善本方面，今年春拍成交总额达

到
,)%%

亿元，同比增长了
#)(*

亿元。另

外，在明清家具方面，尤其是明代黄花梨

家具备受藏家青睐，并成为收藏市场的

新热点。

油画当代艺术首次破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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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拍，油画及当代艺术成交

总额为
,')(-

亿元，较上季度增加了

-)##

亿元，环比增长了
!&)%!+

。在成交

价前
#&&

名的拍品中，油画和当代艺术

占据了
.

席，其中最高价为常玉
#.'&

年创作的《五裸女》，以
#)&*

亿元的成交

价在今年春拍亿元拍品中位居第
#'

位，这也是中国油画作品首次突破亿元

的纪录。 宗禾

白天鹅黑天鹅
! ! ! !

在希腊神话传说中，天神宙斯为公

主勒达的美貌所吸引，但怕生性嫉妒的

神后赫拉愤怒，于是，他变形为一只美丽

可爱的天鹅，降临到勒达身边。勒达爱不

释手，不知不觉竟抱着天鹅进入了梦乡。

醒来时，天鹅已展翅飞向天空，恋恋不舍

地离开了她。勒达回到王宫后身体感到

不适，不久发现自己竟怀孕了。十月怀胎

期满，生下一对孪生子，就是后来成为双

子星座的希腊英雄卡斯托尔和波吕丢克

斯。宙斯回到天庭，难忘这段浪漫的恋

情，就把他化身的天鹅留在了天上，成为

天鹅星座。

天鹅，是雁形目鸭科雁亚科中最大

的水禽，有七八种之多。
'

种生活于北半

球，均为白色。南半球有黑天鹅和黑颈天

鹅。天鹅体形优美，长颈，脚大，体坚实，

在水中滑行时神态庄重，飞翔时姿态优

雅。越冬迁飞时在高空组成斜线或“人”

字形队列前进。无论在水中或空中的行

动，其他水禽均不如天鹅快速。天鹅雌雄

两性相似，它们能从气管发出不同的声

音。除繁殖期外，天鹅均成群生活，雌雄

结成终生配偶。求偶时以喙相碰或以头

相靠。雌天鹅孵卵时，雄天鹅会在附近警

戒；为保卫自己的巢、卵和幼雏，天鹅敢

于与敌害作殊死搏斗。幼天鹅颈短，绒毛

稠密，出壳几小时后即能跑和游泳，但两

岁以上才能达到性成熟。自然界中，天鹅能

活
!&

年，人工豢养可活
'&

年以上。天鹅保持

着一种稀有的“终身伴侣制”，它们不仅在

繁殖期彼此照应，平时始终成双成对，如果

一只死亡，另一只则终生为之“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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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一只不知来自何方的

美丽黑天鹅，降落在德国明斯特城
/0122

人工湖中一只“白天鹅”的身边，上演了

一场感动世界的现实版童话故事。

这只叫皮特的黑天鹅，自从在它的

恋人“白天鹅”身边定居下来后，便成了

忠实的护花使者。它每天围绕“白天鹅”

巡游起舞，为其高唱情歌，发现有人划着

游船靠近时，它会不顾一切冲过去，极力

驱赶，直到游人远去。半年来，皮特从不

曾离开过“白天鹅”，只有在生病的日子

里，好心的市民将它移往别处看守了两

天，病一好，它又急急地飞回来，深怕有

谁动了它的“新娘”。它至今也不知道，它

美丽的新娘其实是一只塑料制的“白天

鹅”脚踏游船。

善良的人们为皮特的爱情故事所打

动，谁也不想打破它的爱情梦，都愿意帮

它延续。冬天到了，天气渐渐转冷，人们

担心湖水结冰会冻坏黑天鹅，决定将它

们迁移到离湖
$)'

公里的动物园去，人

们以每天
!""

米的距离沿湖移动“白天

鹅”，直至把它们安全转移到温暖的动物

园。黑天鹅皮特与它挚爱的“白天鹅”，成

了德国明斯特城的一个新标志。它们的

爱情故事在全世界传为美谈。

古今中外的东西方文化，都不约而

同地把天鹅作为纯洁、忠诚、高贵的象

征。中国古代称天鹅为鹄、鸿、鹤、鸿鹄、

黄鹄、黄鹤等，《诗经》中有“白鸟洁白肥

泽”的记载。“天鹅”一词最早出现于唐朝

李商隐的诗句，“拔弦警火凤，交扇拂天

鹅。”日本是天鹅的越冬地之一，至今日

语中的“白鸟”就是指天鹅。天鹅在日本

被认为是天的使者，是“神鸟”。古希腊对

于天鹅的记述很多，亚里士多德的《动物

志》就论述了天鹅的习性和行为，还有天

鹅形态解剖的记载。《希腊鸟谱》一书中

对于天鹅临终的鸣叫有着动人的描述，

西方文化中，将文人的临终绝笔称之为

“天鹅绝唱”（
1304 1546

）正来源于此。在

英国，卓越的诗人或歌手可以与天鹅作

比，例如莎士比亚的雅号正是“艾冯的天

鹅”。西方的音乐和文学作品中也有天鹅

的形象，比如圣桑的《天鹅之死》、柴可夫

斯基的舞剧《天鹅湖》，安徒生用天鹅羽

色的变化演绎了一篇动人的《丑小鸭》。

和艺术作品一样，外国硬币中同样也有

天鹅文化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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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

年，库克群岛与纽埃

分别发行了
$

枚白天鹅和黑天鹅心型彩

色银币。币面图案均为两只相爱的天鹅，

神态亲密，身段优雅，羽毛妍美，曲成心

型的修长颈项，静静地诉说着爱的甜美。

币面文字“
7582 91 :;2<95=1

”（爱是珍宝），

显然来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著名的

《
>322? 7582 @5=A:;2<95=1

》（你的甜爱是珍

宝）。优美的画面仿佛在反复吟诵莎翁举

世闻名的“爱的宣言”：“你甜蜜的爱，就

是珍宝；我不屑把处境跟帝王对调。”

这两枚珍贵的心型银币，因赞美忠

诚的爱而特别受到“银婚”、“金婚”、“钻

石婚”的“爱人们”的喜爱，因为在他们心

目中，“一直到彼此死去，也不分离或背

叛”的“天鹅婚”，代表着爱的最高境界。

玩收藏切莫损坏藏品
! ! ! !

玩收藏，许多藏家都有过“失手”

经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将自己

的藏品损坏了。每一件损坏的藏品未

必都可以修补，遇到这种情况，藏家难

免要痛心疾首一段时间。我以为，拿藏

品时注意“五个细节”：

一、把玩古玩的时候双手应该保

持洁净和干燥，取下戒指和手表等硬

物，以免划伤器物的表面。

二、欣赏和把玩古字画、丝织品

和铜器需要戴好手套，避免手上的

汗液对器物造成破坏。拿瓷器时不

要戴手套，因为这样瓷器很容易从

手中滑落。

三、当手拿大型器物，例如器体大的

瓷瓶时，不能一只手提物件上部的脖子。

应该一手托住底，一手拿住脖子。有的瓷

瓶、青铜器的鼎饰有双耳或者木器带有

的提梁，我们在取放时不能仅提双耳和

提梁，以免折断和损坏。

四、在拿起一件带座、带盖的器

物时，应将座、盖和主体分别单拿单

放，不能连盖带座一起端，要把能分

开的部分先取下，防止移动时脱落

打碎。

五、手拿铜镜、青铜剑、瓷盘、瓷碗时

一定要双手捧握，忌用单手拿器物的一

边，以防断裂。

&黑天鹅皮特与它的新娘'

! ! ! !!

库克群岛
!""#

年心型彩色银

币背面"图案#白天鹅"

"

纽埃
!""$

年

心型彩色银币背面" 图案#黑天鹅"

!

"

浪漫的收藏
! ! ! !

那是在母亲去世后! 父亲忽然爱

到古董市场转悠!爱上收藏了"

父亲是教师!退休薪水还可以!但

在古董市场!很少买东西回来"

一到夜深人静! 父亲便从老式的

红木柜子里!摸出一块红绒布来!红绒

布方方正正!不大不小!上面别着二十

多枚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小时候!

我见过像章!可那时!红绒布上别的毛

主席像章足有百枚! 如今剩的寥寥无

几" 原因也清楚!母亲生病住院!一住

就是半年!家里不能没人!只好让表大

爷家的几个表哥轮番值守看门" 母亲

的病得到缓解!回到家!表面上一切完

好如初!后来!才发现红绒布上的毛主

席像章丢失了好多"

身为教书匠的父亲! 不好意思去

问!那些毛主席像章究竟到了哪里" 那

年月!吃都吃不饱!谁也不懂得收藏!几

个孩子轮番值班!翻箱倒柜!发觉了毛

主席像章!去掉几枚!拿走好玩而已"

父亲抚摸着红绒布!忽然发觉!丢

失的毛主席像章!印记还依稀可见!何

不按照印记大小收集这一套毛主席像

章% 父亲激动起来" 从这以后!父亲终

日泡到古董市场! 留意着有毛主席像

章的摊位"

渐渐地!父亲有了收获!像章藏品

也日趋丰富!红绒布上有印记的差不多

都填补了!不大不小正好对上!父亲才

算满意! 因为他几乎记得每一枚像章"

转眼间! 过去了
%!

年! 功夫不负有心

人! 红绒布上毛主席像章终于集齐了"

一到夜深人静!父亲总爱拿出收藏来的

&宝贝'瞅来瞅去!陷入久久的沉思中"

只是奇怪!父亲这套藏品!并不是

百枚!而是不多不少
$$

枚" 当问及这

件事有何蹊跷时! 父亲竟落了泪" 他

讲!这套毛主席像章!其实就是父亲和

母亲当年的信物! 两人从介绍认识到

恋爱结婚! 一直两地分居" 父亲在辽

宁!母亲在河南!两人写信有个不成文

的规矩! 买上不重样的毛主席像章寄

给对方! 当母亲寄到第
&"

枚像章时!

这年!母亲带着女儿如愿到了东北!和

父亲生活在一起" 母亲将毛主席像章

别在了红绒布上!以方便保存和观赏"

深一层意思!夫妻无尽相思"母亲来到

东北! 自然而然把父亲手边毛主席像

章也别在红绒布上" 寓意!团圆"

%$'"

年父亲从东北调回! 一家
&

口回到中

原新乡! 这套毛主席像章珍贵地收藏

到红木柜子里"怎么也没有想到!受到

东北严寒的侵蚀!母亲病倒了" 今年!

母亲去世
%!

周年"

父亲时常坐在茶几旁! 取出像章

细细端详"一天!一藏友发现父亲这一

套毛主席像章!要出高价买走"父亲脸

色大变! 一下子将红绒布塞进红木箱

里!扣上暗锁!说啥也不卖"

那一枚枚像章! 隐藏着父亲母亲

的浪漫岁月!是任何价钱也买不来的"

拣“漏”记

! ! ! !

有一天，我转到一个卖古书的摊前，

见到四本淡灰色皮宣纸线装的古书，一边

是竖版篆体字“书经”。《书经》！线装！宣

纸！我的眼睛陡然一亮。《书经》也就是《尚

书》，它可是孔子收集商周以至三代的政

治文献，共三千多篇，经分门别类，删削选

择之后得一百二十篇，订为《书经》，没有

想到竟然在此处流落。我不由得心里大

喜，这回可拣到大漏了，一问价，卖主伸出

一个手指头。我怕摊主看出我的心思，连

忙掏出十张百元钞票塞到他怀里，见摊主

挥手，以为和我道别呢，我就把“宝贝”揣

在怀里逃也似地离开了。

回家后，我立即上网查找有关《书

经》的资料，可是找来找去，资料上也没

有显示什么时候在民间遗落过此书的信

息。看来此书不是真品，如此，我不是上

当了吗？

忽然想到同样喜欢收藏的朋友老徐，

他可是见多识广，不妨让他看看去。老徐

接过书，拿着放大镜，前前后后把四本书

查个遍，然后肯定地说，是民间手抄本。我

向老徐说出了此书的来历，热心的老徐当

即就拉着我去找那个卖古书的摊主。

书摊还在，那摊主却不见了。替他看

摊子的换成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这少

年长得眉清目秀，正一边吃饭一边卖书。

我问他刚才卖书的中年男人哪儿去了，

那少年吃了一惊，说不会就去找你们了

吧？原来，那中年男人是少年的父亲，因

为是个哑巴，平时“说话”就是用手语。那

书原是
$&&

元，我塞给了他
$&&&

元，他

摆手的意思是给多了，我却领会成可以

走了。我以为拣了一个大“漏”，怕他反

悔，就飞似地逃去……

“我爸爸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你们了？

他认为你家就在附近，面熟呢，还‘说’一

定要把那
.&&

元退还给你。”我的脸红

了。看来，君子爱财，收藏也有道。

收藏趣闻

收藏宝典

市场旁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