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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创新引领艺术市场变革
近几年来，我国文物艺

术品拍卖市场呈现稳定态
势，企业规模达450余家，注
册资本68.5亿元，从业人员
6300多人，年成交额稳定在
250亿—350亿元，实收拍品
款在150亿—200亿元。

虽然当前市场规模仅有
2011年高峰时的一半，市场
行情和关注热度也有较大下
降。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看，每一次市场波动，其实也
是一次市场的反省、净化和
提升。近年来，我国文物艺
术品拍卖行业明显由“拼规
模”向“提质量”转变，更加注
重企业持续性和健康度。具
体表现为以下七点：

运营标准化。2010年
首部行业标准《文物艺术品
拍卖规程》实施，中拍协艺委
会全面启动宣传、贯彻、培训
工作，先后两次开展“中国文
物艺术品拍卖标准化达标企
业”认定，对企业执行行业标
准情况进行检验，拍卖企业
的管理制度、业务规则、拍卖
流程、硬件设施及抗险能力
等都得到极大提升。目前全
国共有56家文物拍卖企业
获得达标认证。

拍品质量化。纵观近几
年拍品均价，2011年达到高
点，为15.03万元/件（套），此
后骤然下降，2014年跌至
9.62万元/件（套）。从2015
年开始，拍品均价开始回升，
到了 10.11万元/件（套），
2016年又回升到11.52万元/
件（套），这正是由于各拍卖
企业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控
制拍品数量、提升拍品质量、
促进拍卖成交的结果。

业务特色化。200多年

的西方拍卖发展经验告诉我
们，专业化是拍卖企业，尤其
是中小拍卖企业的生存之
道。近年来我国拍卖行业涌
现出一批具有显著特色的企
业或专场，如古籍碑帖、邮品
钱币、国石篆刻、信札手稿、
影像、珠宝、玉雕、乐器、葡萄
酒、奢侈品等，这些企业能在
一个门类上求专、求真、求
实、求远，具有准确的市场定
位和较高的学术基准，能够
走得长远。

财务健康化。2011年
中拍协发布第一期《中国文

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年
报》，该年报构建起一个完
整、科学、周密且具有健康导
向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
数据体系”。经过连续七年
发布，拍卖企业一味追求规
模的现象大有转变，企业更
加注重财务健康，如成交率、
结算率、佣金率、利润率、人
均创利等。2016年中拍协
艺委会还设立“青花奖”，对
每年度在相关数据指标上表
现突出的企业进行颁奖。

模式创新化。创新是企
业发展的原动力，近年来各

拍卖企业通过方式创新、业
务创新、营销创新、制度创新
等方式，提升自身的核心竞
争力。如有的拍企借助网络
开展网拍，有的通过资源引
入创新业务板块，有的通过
大数据运用达到精准营销，
有的通过制定瑕疵负责条款
增强信任度，有的通过对古
典文化的新诠释来提升企业
品牌等，这些对于艺术市场
的发展都具有引领性。

竞争国际化。面对全球
经济一体化趋势，拍卖行业
面临国际化竞争趋势愈加明
显。近年来，政府部门在“放
管服”改革过程中，给予拍卖
行业越来越宽松的政策环境
和前景（如相关行政审批权
的下放、取消文物拍卖资质
等级、取消网络拍卖资质审
批、下调关税、确立象牙文物
拍卖的合法性、取消拍卖活
动工商备案等）；拍卖行业组
织不断加强引导，构建市场
诚信体系、打造行业生态链；
拍企在全球化潮流中不断掌
握国际先进理念，布局全球
征集渠道、开设西方艺术门
类，尝试跨境业务拓展，这些
都是拍卖市场各方在国际化
竞争背景下的进步。

产业体系化。随着我国
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不断壮
大，先后产生或吸引相关服
务性产业加入，比如资讯、印
刷、会展、在线、数据、金融、
保险、鉴定教育等，这些产业
组成拍卖产业链，并将逐渐
形成“拍卖产业体系”。而在
这个体系中，相关产业将围
绕拍卖不断进行有机结合，
形成高效、绿色、平衡、共赢
的市场生态。 （余锦生）

清风生掌握，爽气满襟
怀。扇之于书画，只是一种书
写形制，而之于文人墨客，却是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媒介，甚至
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

诸葛孔明羽扇执手，藉以
麾军，三分定天下；王右军小桥
题扇，惜贫解难，书扇增身价；
孙行者三借芭蕉，机智勇敢，巧
过火焰山……扇本是摇而生
风、纳凉驱虫之具。但古人赋
予扇子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渐
渐成为一种民族文化之缩影。

无论达官显贵，还是文人
雅士；无论僧道闺阁，还是贾商
市井，一把扇子已具备各式各
样表面绚丽与内在风华。既可登帝王
圣殿之堂，亦可入寻常百姓之手。大则
可立屏风，假以隔虚墙而显美景，小则
可手中把玩，喻以爱尤物而惜香玉。

有玲圆，俨然是手握之明月；有椭
圆，酷似一柄玲珑袖珍之银青叶；有半
圆，有联云：手握半轮圆月，心生清凉世
界。皆能生“有风不动无风动，不动无
风动有风”之快意。

苏东坡词云，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描绘周瑜少年英气；杜牧诗曰，轻罗小
扇扑流萤，抒发少女活泼欢快之情；王
建画团扇，美人并来遮面，形容美人忧
郁之态；孔尚任著戏曲，桃花扇里演绎
爱情传说。皆以扇为媒介，或展诗人之
高洁，或现画家之清雅，或抒说书人之
波澜壮阔，意象心迹皆在扇面上留注。

余嗜扇，是喜于半尺纸面巧借翰
墨，施行布白。在于行行不可横平竖
直，书写不可随心所欲，字体不可五体
皆便，字迹不可大小由之。冥思苦度，
巧布机关。思忖扇型百变，巧夺天工。

余嗜扇，可赏悦文人墨客，在方寸
之内，似以花鸟山水，或以诗词赋文，便
于万木峥嵘。让千山万水缩于此，让蓝
天白云立于此，让万千花木施于此，让
千军万马营于此，让千古文章镌于此。
以美其颜面，展其兴趣，壮其心志。

余嗜扇，是把文人心性寄予扇艺，
将困顿的身心在尺许之间书写得信马
由缰，使各种形制展示得丰采多姿，让
意象表达得痛快淋漓，把心中块垒发泄
得春风荡漾、秋水盈盈。让一把小扇，
将生活解析得透彻清晰、闲适祥和。

余嗜扇，是扇善谐音。扇者，善
也。古人崇尚善行天下，日行一善。思
忖着，若扇而善，何尝不撑于手中，记于
心间，岂不乐哉？！ （武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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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晚期青铜共父乙鼎，在匡时香港2017秋拍会上获价755.2万港元

最近在脸书流传一段视
频，转自英国电视台拍摄的
影片，关于当代艺术市场，里
面用深入浅出的说段子方
式，讲了一回现今当代艺术
市场里运作与交易的另一
面。这是一个让我看得笑声
连连的有趣视频，真亏了编
导可以在这么短篇幅里，说
清楚当代艺术市场营销方
法，和这些事件背后的人群
众生，果然顺利散播引起许
多回响，特别是把艺术市场
新闻当作茶余饭后的圈外
人。大部分人看完都反映
——果然市场有诈，或者充
满惊讶地询问：这是真的吗？

先不论真假，看事件本
身。这十多年来网络平台的
兴起，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
方式，流连于网络的人，渐渐
不再只是为实时得到信息，
更多是为了存在感而参与，
无论在上面发表看法或转着
别处搜集来的信息，因此也
造就如何制造网络平台热流
的各种招术。这个艺术市场
黑幕视频，简短有趣且充满

猎奇内容，自然满足了人的
发声愿望和平台流量的需
求。然而，数字平台最大的
特色就是简短、快速的散播，
在这顺应着群众的好奇度而
强化的简短编辑里，许多细
节都因此被忽略；就算是一
件真实的事，经过这样的编
辑与散播，很容易人云亦云
地下了不真实的结论。

艺术市场绝对跟其他产
业的市场一样，有其历史背
景，也会因应时代而演变，这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然
而这样的段子影片却让人误
解为在艺术圈中有太多另有
目的之人。影片中所说的事
都是事实，但也只是局部，我
看到的是更多在艺术市场中
努力的人。我反而想要对位
思考的是以收藏为名的人。

前不久看了BBC的一
个关于art dealer的纪录片
the extraordinary collector，
介绍一位销售家具、设计品
和少部分当代艺术的伦敦商
人GordonWatson的日常，
他是如何服务收藏家和新富

们，并如何面对他所欣赏的
艺术家们；影片中我看到这
位努力奋斗的商人，其聪明、
狡猾，他在面对镜头努力隐
藏的焦虑与艰辛。我一直与
画廊、拍卖行保持着交往，在
这人来人往的行业里，我看
到更多的是，这些从业人员
最初都是缘于对艺术的爱
好，就如同这位伦敦dealer。
但当艺术成为生意，艺术品
已不再只是生活中愉快、美
好的来源，他须面对那些有
钱的收藏家。每个收藏者都
有自己的喜好，他设想如何
才能达成他的交易，而这个
过程里似乎成功率并不高。

其实更多时候，特别是
在当代艺术市场里，我看到
许多藏家在购买艺术品之
前，对于投资的换算是超过
这些在艺术市场中工作的
人。现在以收藏为名的人群
中，越来越多人懂得在博览
会VIP之夜前抢先去搜寻可
能热门的商品，也懂得与有
影响力的国际画廊谋皮，如
何相处交涉，如何越过dealer

直接与将会被国际画廊计划
捧红的货源艺术家们进行交
往、抢得先机。我想，当客户
如此投入精神，肯定也会给
画廊、拍卖行压力吧，毕竟他
们是客人；尤其在运作一次
展览或艺术家长年计划里，
如何化敌为友成前锋盟友，
应跟着自己的脚步，那才是
制胜之道。从全面角度来看
艺术市场，艺术家和收藏者
的价值观与品德，与市场工
作者是一样要去检验的。

我愿意相信在艺术圈
里，无论是艺术家、收藏者或
艺术市场从业者，都是因对
于艺术的喜爱这个动机而聚
在一起，然而生存却常常破
坏了最初的动机。当网络平
台以八卦爆料讨论着艺术市
场时，我也要质问自己，收一
件艺术品时，最主要考虑的是
对作品的喜爱？是对于这件
作品创作人投资上的看好？
还是如押宝期货般选择有营
运能力的画廊、拍卖行的眼光
去买作品？哪一个才是我最
重要的考虑呢？ （姚谦）

买一件艺术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