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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艺术市场的七大疑问
近期，一组统计数据让我
们重新回顾 2017年的艺术市
场：全球范围内，以人民币为单
位计算，共有42件拍品超亿元
成交，其中也包括3件在中国境
内拍卖的珠宝。这态势的出现
是建立在市场信心回升基础上
的，但表象之下，中国艺术市场
仍然有其纷繁复杂的一面。
2018年的艺术市场令人期待，
但仍有七个问题萦绕在我们心
头。
哪些板块会脱离低谷？如
果珍贵藏品被猛烈地追逐，必
定会有某些板块受到了冷落，
“二八现象”在2017年的艺术市
场中实实在在地凸显了出来。
仔细观察，虽然影像艺术等新
兴当代艺术品类并无起色，但
寿山石、印玺等板块的行情不
断提升。当一块材质并不出
众，但题款优美、传承清晰的赵
之谦刻青田石自用印章以
1207.5万元成交，那么我们便可
以期待更多的藏家和资金踏入
这片投资蓝海。而在古代书
画、青铜器等板块，虽然拍品数
量少，征集难度大，但还是有很
多行家愿意在古代书画板块寻
寻觅觅。毕竟，如果能够找到
珍贵的名人手迹，所获利润将
会非常大。

艺博会热潮陷入停滞？
2012年以来，大部分中等规模
的画廊的经销状况不够理想，
这也导致艺博会市场失去了它
们最大的金主。业内预测，在
未来的12个月内，新一轮的一
级市场洗牌或将开始，5到10个
中等规模的国际性艺博会将会
消失。而在国内，艺术北京等
艺博会的经营状况尚且说得过
去，上海、广州、成都等各地的
艺博会都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
力支持，尤其是 ART021上海
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还入选了
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
目立项名单。国内的艺博会市
场回暖也许才刚刚开始。
营利性艺术机构会减少网
络交易平台建设投入吗？功能
性网站仍具备超强的行业竞争
优势，但网络交易却无法涉及
艺术市场最核心的区域。“互联
网+艺术市场”的口号喊了许
久，网络艺术品经营历史也有
十余年了，但大多数交易平台
本身并无大的发展，可能与收
藏者的消费习惯（现场购买或
委托购买）有关。目前，在网络
平台开发新的艺术项目，应该
值得每一个艺术品经销者思
索。如果影像艺术或多媒体艺
术真正大规模走入市场，网络

媒介的价值会得到进一步认
可。
文物市场是否会有起色？
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
中国文物市场正在经历一次变
革。曾几何时，发育不良的中
国文物市场近乎失控。但经过
了市场泡沫期，中国文物市场
正在逐步走向秩序化。从宏观
视角上看，市场对高端拍品的
关注更加集中，佛教艺术、紫砂
茗具等有较大幅度增长。从行
业建设上看，文物拍卖管理、象
牙文物拍卖、进口关税等法规
政策取得重要突破。
外资画廊是否会继续进入
中国？2017年 10月，豪瑟&沃
斯画廊在北京与上海设立了办
事处，并于12月21日宣布其在
香港的新空间将于2018年3月
26日开幕。除了香格纳、佩斯
等早先进入中国的画廊，单独
在中国开设分部的例子仍属于
少数，但如列维 戈尔韦画廊等
机构通过基金会形式投资中国
艺术品的事件却非常频繁。随
着中国藏家对欧美当代艺术的
兴趣与日俱增，炒作中国艺术
品的外资画廊已无出路，但这
并不代表外资画廊在中国完全
失去了生存空间。
企业收藏是否会止于竞

拍？企业收藏的历史由来已
久，据《中国机构收藏调查报
告》显示，自2012年以来，国内
企业的收藏资金增幅较大，企
业的收藏已成为艺术品市场的
中坚力量。大型企业拥有雄厚
的资金支持，目光多聚焦于流
传有序的名家名作。但艺术品
收藏作为投资手段还未形成一
定的规模。对于企业来说，收
藏更大的意义在于让拍得的藏
品面向公众开放，使个人收藏
变成一种公共服务行为。不知
在2018年，在宝龙美术馆、龙美
术馆之外，会不会有更多的企
业参与美术馆的创办。

赵之谦刻青田石自用印章

艺术和时尚真的混为一谈
了？杰夫 昆斯联手路易威登
推出一系列世界名画手包，着
实让很多艺术界人士大跌眼
镜。当杰夫 昆斯再次开始挑
战人们的审美习性，大家的反
应显得异常激烈，这可能因为
杰夫 昆斯日益损坏的名声。
2017年，他的凝视球系列作品
涉嫌版本造假，巨大的舞蹈女
人形象作品也被指出是赤裸裸
的抄袭。当商业巨头们像打造
一个流行明星那样簇拥着杰
夫 昆斯，大家恐慌地认为这是
商业全面掌控艺术的先兆。
（路雪）

不要把红木文化弄得
“低俗化”
红木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
的代表，承载着中国古典文化
和东方特有的审美，不仅在中
国，在国际上都具有重要的影
响力。今天的红木家具，虽然
已经大量走进了普通百姓家
庭，但是总体来说，红木家具代
表的还是一种高雅文化。但
是，在红木家具市场，却出现了
一种和红木家具高雅文化很不
协调的“低俗化”营销。“ 带我
玩”“贵不贵”，这样的名称，乍
一看，还以为是哪个小饭馆或
两元店、五元店的名字，可实际

上，这是北京某大型红木家具
商场的品牌。不知道一个卖高
端红木家具的商场，起这样一
些透着低俗和怪异的名字是出
于什么心思，但是给人的感觉，
这样的企业和品牌，肯定没有
什么文化，其生产、销售的红木
家具品质，也就可想而知。
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散
发着中国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
名字和品牌，比如元亨利，出自
《易经》：“乾：元亨利贞。坤：元
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
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

欢迎广大藏友

转让信息 收费标准

丧朋。安贞，吉。”元亨利不但是 牌记忆和提升销售。但是也要
一个吉运、高雅、蕴含深厚中国 适可而止，不能把奇特弄成了
文化的名字，而且，承载中国传 “奇葩”。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
统文化的红木家具，配上体现中 的产品来说，名字就不能乱
国传统文化的名字，相得益彰， 取。“带我玩”“贵不贵”这样的
尽显品牌的雅致和品位。此 名字，用在玩具、小商品市场之
外，红古轩、奇典居、年年红、国 类的地方是可以的，还能给人
风等，这些名字，或雅致，或吉 留下较深的印象。但是用在红
祥，都能体现红木家具的内涵， 木家具或者珠宝、汽车等高雅、
相比于“带我玩”“贵不贵”这样 高档产品上，立刻就显出商家
的名称，真的是有云泥之别。 的低俗甚至粗鄙，而绝大部分
诚然，对于商家来说，起一 的消费者和红木爱好者，都是
些奇特、易记的名字，更能够在 有着相当的品位和修养的，见
消费者心中留下印象，提高品 到这样的品牌、名字，相信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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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字以内收费 100元；超过 100字的，
每字加收 1元；标题每字 2元；连续刊登 5次
以上者，送1次，连续刊登 10次以上者，
送3
次。图片每张收费150元（9-12cm2）。
本栏目刊登个人藏品交流内容，凡有虚假、
夸大、不实信息，一律不予刊登。
友情提醒：交易有风险 藏友须谨慎
邮编：362700汇款地址：福建省石狮市学府
路1188号《收藏快报》“交流信息”栏目

有青铜器三百多件，古玉器一
百多件，漆器几十件，大部分为汉
代；多时期多窑口陶瓷一百多件，其
中有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成化斗
彩石榴尊。非诚莫扰。

王步青花鸟纹扁瓶：高15厘米，包浆
自然。外形复杂，但烧成
形状极为端正。青花色
调惟妙难仿。中国
古陶瓷学会有关专
家确认其为民国工
艺大师王步制作的
真 品 ，出 鉴 定 证
书。想转让，价格
面议。

御制黄地青花正
龙捧寿纹六棱瓶，大
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
款，高60厘米。另家
中收藏唐宋元明清民
窑瓷器、玉器、翡翠、
青铜器、木器、银币、
银锭等，可开博物馆、
珍宝馆。

转让

林先生：
18089763946

厦门汉堂苑艺术馆：
15306928658
转让

齐齐哈尔刘先生，
联系电话：
13846291851

会对其产品有兴趣或购买欲
望。也就是说，想取一些奇特、奇
葩的名字来吸引消费者眼球的做
法，不但不会产生营销效果，反
而是弄巧成拙，丢人现眼。
事实上，笔者就走进过这
些使用“低俗”名字的红木家具
商场，发现里面冷冷清清，门可
罗雀。销售的产品也没有几个
知名品牌，而且大部分的红木家
具都堆挤在一起，看起来倒像是
个批发市场或仓库。可见，消
费者对于这样的名字噱头营
销，是根本不会认可的。（陆俊）

艺术创作是否该被艺术家名誉连累
国家美术馆原计划举办的克洛
斯个展中包含了30件馆藏作品，而最
近，克洛斯却爆出负面消息，被控骚
扰。最初爆出克洛斯丑闻的是《赫芬
顿邮报》，去年12月开始，先后有多名
女性声称遭到了克洛斯的骚扰。但
据克洛斯的律师LanceGotko表示，
克洛斯否认这些指控。由于查克 克
洛斯在艺术界的声望颇高，所以此次
在艺术界的影响范围非常广。西雅
图大学原本公开展示的克洛斯创作
于2000年的自画像被移除。
查克 克洛斯被控骚扰，他的作
品应该因此被打上标签吗？
在艺术史中，与这种争议相关的
议题并不少见，几个世纪以来，诸如
毕加索和席勒等艺术大师，也曾发生
过对女性行为不当的事情，但是他们
的作品在全球各地顶级博物馆展出，
从未被打上任何特殊“标签”。
如今，国家美术馆取消克洛斯的
展览，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会衍生出很
多其他问题，例如，以后克洛斯的作

品应该被如何对待呢？那些馆藏有
克洛斯作品的博物馆，比如大都会、泰
特和蓬皮杜，那些花大价钱收藏克洛
斯作品的藏家们，他们该作何反应？
这是一个很容易被撩拨的时代，
像娱乐圈的热搜一样。但在艺术界，
艺术作品应该因为艺术家个人行为
而被“连坐”吗？
收藏有大量克洛斯作品的肖像
美术馆馆长 KimSajet提出：“ 现在，
我们都应该自省，‘我们需要如何对
待查克 克洛斯？’”，“谈到美国肖像
艺术，就不能绕过查克 克洛斯。有
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他们也许并不是
值得赞扬的人。”
此外，还有很多策展人和博物馆
馆长认为，基于艺术家个人行为而做
出美学判断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
以目前还是有不少博物馆一如往常，
并没有对克洛斯的作品或者展览作
出一些消极的措施，一方面也是因为
克洛斯的事件目前并没有受到任何
法律判决。
（张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