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2013中国油画拍卖行情盘点

市场旁观 /吴伟忠

盘点2013年中国油画市场拍卖
行情，可用王朔的话“一半是海水，一
半是火焰”来概括。写实油画板块价格
稳步上扬，红色题材油画备受青睐，吴
作人、吴冠中、靳尚谊和罗中立的作品
表现出色；中国当代艺术则喜忧参半，
曾梵志等个别明星艺术家在秋拍市场
风生水起，成交价屡创新高，而许多当
代艺术大腕则延续了2012年以来的
低迷态势，整体表现不佳，低价成交和
流拍的不少。

在香港苏富比春拍中，写实派
画作表现较好，王沂东《闹房》以
1900万港元成交，艾轩的《人在远
方》亦突破千万港元；在香港保利春
拍中，吴冠中《西双版纳村寨》虽然
尺幅不大，却以 1495万港元成交，
《老虎》以 1265万港元成交；在香港
佳士得春拍中，常玉《帘前双姝》表
现出色，以 4467万港元拍出；在中
国嘉德春拍中，吴作人的红色经典
题材油画 《战地黄花分外香》以
8050万元的天价，创出春拍卖市场
油画板块首个超高价，显现出市场
对红色题材经典作品十分青睐；在
北京保利春拍中，“中国写实画派”
代表人物靳尚谊《孙中山》以 2300
万元成交、他的《髡残》以3910万元

的高价拍出。
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中，曾梵志

《最后的晚餐》竟石破天惊地拍出了
1.8亿港元，刷新当代亚洲艺术品的最
高拍卖纪录，赵无极《15.01.82(三联
作)》 以 8524万港元成交，他的
《16.5.66》以 7964万港元成交，常玉

《八尾金鱼》拍出 6732万港元；在中国
嘉德秋拍中，靳尚谊写实精品《塔吉克
新娘》以 8510万元的天价刷新春拍成
交纪录，同时创出中国嘉德油雕板块二
十年拍卖新高；在北京保利秋拍中，王
沂东写实作品《春袭羽萍沟》以2070
万元成交；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中，朱德

群《无题》以 7068万港元成交，罗中立
的早期油画《春蚕》拍出 4300万港元，
曾梵志 1992年创作的作品《协和医院
系列之三》以1.13亿港元成交，成为秋
拍两度破亿的当代艺术明星；在苏富比
北京秋拍中，赵无极 1958年创作的
《抽象》以 8968万元的天价刷新本人
作品最高纪录。

纵观 2013年中国油画市场行情，
总体表现仍要强于2012年，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写实油画和红色经典
油画受到市场青睐，不少精品拍出高
价，如吴作人《战地黄花分外香》和靳尚
谊《塔吉克新娘》均以8000多万元的天
价成交，罗中立《春蚕》、王沂东《春袭羽
萍沟》也创出本人作品成交新纪录；二
是华裔法国画家赵无极的抽象画作品
为越来越多的收藏家所认可，秋拍赵无
极可谓是油画市场最大的赢家，除了他
的《抽象》以 8968万元的天价成交外，
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中，赵无极还有4件
抽象画作品在6千万港元以上成交；三
是当代艺术整体表现仍较为疲软，除了
流拍率较高，还有不少作品以低价成
交，仅曾梵志等个别艺术家表现出色，
曾梵志作品在秋拍出人意料两度破亿，
也算为低迷的当代艺术市场增添了不
少光彩。

数学辨伪
精确到位

江湖有招 /苗向东艺术品的真假难辨是收藏者最头
疼的问题，一次我的一位老同学，在中
学教数学，他听说我为收藏品真伪而
头痛时，说：“我来帮你辨。”我说：“你
数学还行，搞收藏是外行。”他不服气
了，便问我：“你说齐白石画的虾有几
条腿？”我这倒没有细数过。他得意了：
“你看，我来告诉你。”

他介绍，齐白石一生画虾经历很
多次变革，以前画虾都画10条腿，虾
身有六节，57岁与47岁的没多大变
化。66岁时，他画的虾腿由十对减为
八对，虾身由六节改为五节，虾的形象
为之一变；68岁时第四次改变，虾腿
由八对改为六对，虾更精神了；71岁
时，他将虾腿由六对改为五对，以后他

画的虾腿再没有减了。
经过他这么一讲，我茅塞顿开。后来

我从杂志上看到，数学老师梁进对世界
名画进行了研究，发现很多数学问题。她
在作品《维特鲁威人》中根据男子摆出的
双脚并拢、双臂水平和双腿跨开、胳膊举

高的若干姿势，解释了人体的几何密码。
当人们沉浸于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时，
梁进指出其中的三角结构；当观众试图
解析《最后的晚餐》中人物心理状态时，
梁进发现其中利用两边的矩形通过梯度
实现透视的效果。她通过这些特殊的数

学情况，证明假画是骗不了她的。
一次听讲座，专家介绍说，以色列科

学家利用数学技术发明了一种新的古玩
鉴定软件，这其实就是我们用肉眼欣赏
时所称的“艺术风格”，研究小组从画家
使用线条的斜率、所用线条的形状等，用
电脑程序可以统计出一幅画的作者所用
的笔划中，有多少15度垂向倾斜、多少
15度水平倾斜，线条之间又有怎样的相
互关系来判断。软件研究者丹尼尔·科恩
说：如果电脑告诉你有 60%相符，那么
你花钱就是在冒险，如果有95%相符，
你就大胆地买好了。

也就是说，懂得数学，这能成为鉴别
的“密语”。从数学可以独具慧眼，看到别人
看不到的真相，从而辨别真伪，识别赝品。

回望
常州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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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回味的
央视“春晚”纪念章

藏友沙龙 /刘善文

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
联欢晚会被全国亿万观众誉为“全
民除夕文化视听盛宴”，成为老百
姓年三十晚上一道不可或缺的精
神与文化的饕餮大餐。1985年第3
届春晚，那一年，央视因经费不
足，主动与中国工商银行协商，最
后确定联合主办，利用工商银行
的网点，面向全国发行面额为“壹
圆”的“1985年春节联欢晚会赞
助纪念券”，募集 50万元的晚会
赞助资金，其实质等同于彩票，这
是央视办春晚迄今为止的“唯
一”。当年，我在下班回家途中，到
工商储蓄所花 1元钱买回一张赞
助纪念券。
该赞助纪念券，橘黄色的券面，

印有雪花状底纹，券面左侧印着一
个有“春节”字样的红色宫灯，中间
印有“1985年春节联欢晚会赞助纪
念券”和“中央电视台中国工商银行
联合主办”的字样。券的背面印有中
国工商银行的业务范围和赞助纪念
券的兑奖方法。

为了观看那届春晚直播，我和
爱人省吃俭用攒了几个月工资，通
过找熟人，“走后门”，好不容易买了
一台黑白电视机。吃过年夜饭，一家
人兴高采烈地守在电视机前面看节
目，我盼着自己能有个好运气。晚会
演出中途由中国女排投篮中奖，10
万个为一组，产生一等奖14英寸
熊猫牌彩电1台，二等奖金质纪念
章10枚，三等奖银质纪念章100
枚，四等奖铜质纪念章1000枚，其
他为铝质纪念章。我买的这张纪念

券号码中了四等奖，我因此获得了一
枚极为珍贵的铜质纪念章。

该章直径为 33毫米，厚度为 3
毫米，正面中间是中央电视台的台徽
“CCTV”，台徽上下分别铭有“1985
年春节联欢晚会纪念”和“中国中央
电视台”的字样。背面图案采用的是
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绘制的“牧
牛图”中国画作品，画面上牧童坐在
牛背上，一副悠然自得、憨态可掬的
神情，讨人喜爱。图中题有“孺子牛”
与“乙丑年”字样，下面注明“中国造
币公司”。此章设计严谨，工艺极为
精美，由中国造币公司上海六一四造
币厂制造。
岁月如歌，记忆流动。“春晚”已经

走过了30多个年头。我始终对春晚
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每当我拿出
这两个“宝贝”品赏把玩时，那首美妙
而动听的《难忘今宵》萦绕在我的脑海
里，小小的纪念章在时代的变迁中见
证了春晚的成长与影响力，感受岁月
的痕迹，彰显时代的印记，也见证了祖
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明净雅秀，工整妍丽
———读恽怀英《天中景映图》

清代学者徐珂称“毗陵多闺
秀”，指的是明清之际，在常州城
市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的背景下，
女性诗词、绘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无论人数，还是作品数量都超过了
历代女性诗人、画家及作品的总
和。乾嘉时女画家恽怀英即是其中
的代表人物之一。读恽怀英自署为
“法南田笔意”的《天中景映图》（藏
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所绘折枝
花卉，用笔工细，赋色艳而不俗，扎
实的写生功底乃深得恽南田笔法，
又富有女性细腻之气，画面明净雅
秀，工整妍丽，颇有“闺阁画家”所
追求的高洁情怀。

值得称道的是，恽怀英不仅工
花卉，而且擅人物。她作于嘉庆二年
(1797年)的《折梅图》(藏于日本观
峰馆博物馆)，所绘仕女脸颊修长，
右手握梅，左手半举，做擦汗状，表
情婉约，款款而行，眉目传情，风姿
绰约。其风格颇类同时期的费丹旭，
体现出清代后期仕女画之时代特
色。由于恽氏绘人物画者极少有，此
图也折射出恽氏艺术家族多方面的
绘画才能。

有关恽怀英事，史料文献记载
不多，画亦传世不多。清代乾嘉时
画家俞蛟的《读画闲评》和《毗陵画
征录》对其身世、画艺有较详细记
述：恽怀英为南田族裔、著名画家
恽源濬季女，号兰陵女史。“自幼本
于家学，善花鸟，落笔雅秀，敷色明
净；尤长于墨菊，书法亦娟好，望而
知渊源有自矣。”后嫁于邑人乾隆
十六年进士吕光亨。吕光亨曾“任

部曹，视学滇南。衡文取士，一秉至
公。后典某郡太守，复入为户部员外
郎，卒于京师。时恭人年五十余，贫不
能作归计，携幼子寓长安委巷中，鬻
画自给。顾都下虽人文渊薮，而独于
绘事工者果稀，而解人尤鲜，漫以众
工目之，低昂其值，可胜浩叹！”（《读
画闲评》）从记载中看，丈夫吕光亨是
一个清廉之官，恽怀英是一个书画兼
擅的闺阁画家，其于人于事于画，皆
称得上“清节可风”。

恽怀英作为恽氏名媛、闺阁画
家，自幼有着翰墨飘香的家庭环境，
在清闲而又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早
些其绘画主要是出于家传的修养，
多用于消遣自娱。画作主要体现出
了对自然的向往，渴望与外界交流
的心声，间接抒发了自我的情怀，表
达了自我的心境。作为闺阁画家的
恽怀英在父权制社会中凭借绘画技
能书写胸臆，创作绘画作品，也是一
种内心情感的表达。想不到的是，恽
怀英这种自娱的方式，在丈夫去世后，
因贫困不能回乡，成为寓居长安抚孤
养家的谋生手段了。

张平生

运河五号创意街区常州画派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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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影无忌2013
新锐影像力盛典在常州举行

张巍获第四届中国年度新锐摄影师大奖
十佳新锐提名作品展!法国"情迷法兰西#主题影展!

本报讯 11日晚上，由色影无忌
网站主办的2013新锐影像力盛典在
富都青枫苑宾馆举行，当晚，第四届中
国年度新锐摄影师揭晓———生活在北
京的张巍以一组《人工剧团———领导
者》摘获这一殊荣，获得总价值10万
元的奖品与奖金，分别为价值35000
元的艺卓显示器、25000元的佳能6D
相机、价值两万元的旅游大奖以及两
万元现金，休斯敦摄影节主席Fred-
erick·Baldwin为其颁奖。

当天上午，2013新锐摄影师作品
展在运河五号文化街区开幕，展出的
作品来自10位获得年度新锐摄影师
提名的摄影师，这些作品，是从 1377
位参赛者的 1872组系列、32175幅
作品中遴选出来的。

大赛评委组阵容强大，有中国摄
影教父阮义忠、著名人像摄影家肖全、
策展人高磊、国内最早影像画廊创始
人陈光俊、连州国际摄影展艺术总监
段煜婷等人。此外，大赛组委会还特别
邀请到美国休斯敦摄影节主席Fred-
erick·Baldwin和巴黎摄影学院院长
Pierre-YvesMahe出席盛典。

本次展览由本土摄影家高磊策
展。年过八旬的Frederick·Baldwin
和高磊相识多年，由其创办于上世纪
80年代的休斯敦摄影节，是一个世界
级的摄影交流平台，致力于关注地区
性摄影文化、支持非西方的摄影家。
Frederick·Baldwin表示，摄影是一
种有趣的描述生活的方式，中国摄影
人希望走向世界，同样，全世界也在好
奇中国摄影师的作品。对于挑动普通
人神经的摄影作品与市场如何接轨这
个问题，Frederick·Baldwin“狡猾”
地回避了，“如果你饿了，市场上只有
一块面包了，那即使很贵你也会买
的。”Pierre-YvesMahe看过展览后

表示“中国的摄影作品很容易打动人”，
他建议中国摄影师“坚持自己的立场，以
合理的价格耐心等到对的人”。

展览吸引不少国内摄影专家，易拍
全球（北京）科贸有限公司拥有国内唯一
的全球性古董艺术品网上竞拍平台，公
司副总经理李蓓坦言：“中国影像市场尚
未真正形成。”陈光俊认为：“影像投资是
一支原始股，更是一支绩优股。”

在年度新锐摄影师揭晓前夜，所有
提名者参加了专家见面会，与大赛评委

们进行面对面交流。最终，结合作品以及
对摄影师本人的考察，评委们选出了本
届大赛年度新锐摄影师。

本届新晋年度摄影师张巍1977年
出生于陕西商洛，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于
2002年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进修，
目前是个自由摄影师。张巍提交的《人工
剧团———领导者》，看似是一张张中外政
治人物的头部证件照，其实是其另一部作
品《临时演员》的延续，2007年以来，张巍
收集拍摄了300多个中国百姓的素材，
他用电脑将这些人的五官拆分，然后组
合，拼凑出虚拟的面孔。张巍解释，想借这
组作品告诉大家，所有叱咤风云的政治人
物均来自于普通老百姓，谈及作品中主人
公均裸露肩颈，张巍说是想阐述一个观
点，不管这个人政绩如何，被批评被赞扬，
人生来是平等的、干净的。

展览当天，我市不少摄影爱好者蜂
拥而至，但与专家含蓄、中立的点评相
比，大多数人热情地围观，而后直白地表
示尊重新锐，但是，自己不会采用这么另
类的拍摄手法。

影展除了十大新锐摄影师作品展
外，还迎来了世界四大图片社之一的法
国sipa图片社提供的50幅“情迷法兰
西”主题影展。

另一展馆内，我市本土20位摄影
师题为“和而不同”的主题影展同期开
幕，明显更接地气，不少观众直言，迷人
的风景、脉脉的人文温情“更对胃口”。

据悉，运河五号内的三个展览，都预
计展出至2月28日。 $沈芸%

王沂东 《闹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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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本土"和而不同#摄影展览同时在运河五号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