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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贵拍品为何总出现在纽约苏富比佳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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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家传宋明清官窑瓷器，包括宋汝窑碗、三足洗、青白釉

人型水注；以及明代青花龙纹盖碗、龙纹大碗、青花枝叶纹盖

碗、高足碗、折腰杯和清代黄宝石釉盘口瓶、茄皮紫盘口弦纹瓶

等。加入微信可看图片，十分清楚，价格好商量。

联系人：梁生微信、电话：13538839218、15113892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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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玉鎏金观音，高60、底径20厘米，重14.7

公斤。衣边雕花饰，极具明代风格。2.汝盘：底镌

臣帝金诗文，篆体年款红尤珍，十莲瓣盘镶金口，传

宋政和烧汝成。其口径19.5、高度3厘米。

陈先生：1521918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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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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艺术的底线问题
人们在很多展览现场经

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某水平
不高的画家在举办展览的时
候，总能邀请到众多企业家、
评论家。每每出现这种情况，
不禁会听到这样的感叹：当下
的艺术圈究竟怎么了，艺术的
底线究竟在哪里，艺术家的底
线又在哪里？

其实无论是艺术的底线，
还是艺术家的底线，归根结底
都是做人的底线问题。因为
一切艺术都是人的艺术，都是
人所从事的艺术。怎样的人
往往具有着怎样的价值观、艺
术观和创作观，包括其对艺术
的认知力、思考力、判断力
等。倘若人的原则和底线一
旦突破或丧失，艺术的底线自
然就会受到影响。

的确，从事何种门类与题
材的艺术、坚持怎样的艺术观
念和主张、创作什么风格面貌
的作品等，其实都是由艺术家
来决定的。如何选择、考量、
取舍，如何坚守必要的标准、

原则和底线等，这都和做人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没
有了那份坚守，丢失了做人的
底线，思想品格等出了问题，
可以肯定地讲，多么糟糕的艺
术行为及作品，哪怕是恶俗
的、粗鄙的一类，都能做得出
来，也都敢做得出来。甚至不
以为耻，反以为荣，并美其名
曰“个性”“风格”。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下有
些艺术家经常打着所谓探索
创新的旗号一而再、再而三地
破坏着艺术所应有的边界和
底线，甚至假借艺术的名义做
出一些非常出格的举动，比如
大量艳俗、荒诞、暴力、血腥等
的行为与符号，出现在了作品
里。那么如此下去，只会导致
和加剧艺术风气与生态的恶
化，思想和观念的混乱。所以
人的问题认识不清，解决不
了，艺术的问题，也将无法从
根本上得以真正厘清和解
决。这也是为什么古人强调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

于艺”，其实是在明确地告诉
我们，“艺”之上还要有“道”、
有“德”、有“仁”。

再比如前段时间，遵义警
方破获的一起制贩假书画的
团伙犯罪案件，其实这当中就
涉及到艺术及艺术家底线的
问题。众所周知，书画造假由
来已久，俨然已形成一个灰色
产业链，各个环节都有不同的
分工和人员操作。单就假画
的起稿、绘制这一环节，据笔
者了解，就有不少专业画家、
画工参与其中，合起伙来造
假。他们常做一些“高仿”的事
情，也常把高仿名家的作品，有
意当成真迹卖给那些不懂画却
又喜爱收藏的人，以此骗取巨
额利益。而这当中，倘若没有
那些真正懂行的专业人士充当
帮凶，仅凭画商来造假其实是
很难顺利完成的。所以这便
牵扯到艺术家做人底线的问
题。没有了底线，自然就会影
响和导致艺术上一系列不光
彩事情的发生。 （王进玉）

谈到艺术品二级拍卖市
场，不免提及苏富比和佳士得两
大拍行，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两大拍行一直在不停地拓展
他们的全球版图，在不同的城
市建立其拍卖行，即所谓的拍
卖中心的城市转移。这也客观
反映出艺术市场中心的变化。

欧洲是西方艺术的摇篮，
也是艺术拍卖中心的发源地。
拍卖作为一种行业最初在世界
上出现是在1744年3月初英国
伦敦的“科芬园”，由一位叫山
米尔�贝克的书商举办的书籍
拍卖会。自此，世界上最古老
的拍卖行——苏富比诞生了。
紧接着，在1766年，佳士得的创
始人詹姆士�佳士得在英国伦
敦进行了首次拍卖。伦敦成为
首个重要的艺术拍卖中心。而
后，随着艺术中心转向美国，以
及美国全球强国地位的建立，
以致美国在经济和艺术方面都
快速发展，其中具有良好金融
环境的纽约成为重要的艺术拍
卖中心。

随着时代的发展，亚洲藏
家开始在拍卖会上表现得越发
活跃，同时亚洲藏品对各国藏
家的吸引力也在与日俱增，拍
卖中心逐渐转向亚洲，香港便
成为了亚洲拍卖的领航者。

据报告数据显示，香港苏
富比当代艺术部门在2018年上
半年共取得5.658亿港元的总

成交额，较前几个季度呈现明
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各大拍
卖行以及画廊竞相布局香港的
西方现当代艺术部分表现强
势，收获2.049亿港元，市场占
有率达52%，为亚洲区国际拍卖
行之首（佳士得占36%）。这与
近年来苏富比积极开拓亚洲的
西方艺术市场不无关系，尤其

近几年西方当代艺术来势汹
汹，全球艺术市场的目光都正
在转向亚洲。同时在亚洲当代
艺术部分，苏富比特别提到了中、
日、韩东亚三国艺术的成长。比
如日韩艺术在2018年上半年市场
曝光度显著提高，如草间弥生、
白发一雄、朴栖甫、上前智佑均
在苏富比晚拍中表现卓越。

以艺术品拍卖而言，中国
已然成为全球最大艺术品拍卖
市场。但是艺术拍卖中心转向
亚洲，转向中国，并不意味着最
高价也出现在亚洲。相反的
是，最高价艺术品大多出现在
纽约，拍卖高价的不是在苏富
比，就是在佳士得。为什么那
么多高价的艺术品在纽约产
生？为什么都是在有两百多年
历史的老拍卖行？

这和次贷危机以后全球范
围内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
就是货币流动性非常高，货币一
直在追逐高利润的资产，钱往哪
儿走？一定是往收益高的地方
走。其实最近十年，是整个艺术

品高价产生的年份。为什么会
在纽约？我们说纽约是全世界
富人最多的地方，同样美国的
金融制度，这种钱的进出和它
的金融服务优势，也造就了纽
约是资金和富人最多的地方。

其次因为苏富比和佳士得
有非常庞大的藏家队伍，且有两
百多年积累的专业服务经验和
买卖渠道、客户资源等。所以为
什么它的价格能那么高，而一
般的拍卖行是做不到的。

除了上面的特点之外，还
可以看到，艺术品的中心往往
和时尚中心、金融中心是高度
统一的。

为什么？从两个方面来看
艺术品市场的状况，一是从全球
来看；二是从中国市场来看。艺
术品市场集中度高，首先是区域
的集中度高，第二，拍卖行的集
中度也很明显。从全球来看，
纽约、伦敦、北京、香港这四个
城市占据了全球艺术品市场超
过80%的份额，其他地方占比不
到20%的市场份额。 （杨晶）

苏富比诞生于1744年

随着网络时代虚拟社交的
普及，现实生活中网络依赖、情
感匮乏、社交障碍等现象已经
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作
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博物馆
具备为公众创造真实社交环
境、满足公众真实社交需求的
条件，是一个具有独特优势的
社交场所。

博物馆作为社交场所的社
会价值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但
其传统社交活动的开展主要依
赖于公共空间的营造和教育活
动的组织，而观众各行其道、互
不交流的参观模式并没有得到
本质改变。现代博物馆展览的
体验设计需要更加注重社交互
动项目与展项之间的相互结
合，以达到消除参与者之间的
心理隔阂、实现人与人之间情

感交流的目的。
从展览设计的策略上讲，

博物馆可以通过展览中的社交
空间营造、社交型的互动技术
设计、参与性的参观活动策划
来实现展览的社交功能。

令人舒适的环境氛围是促
使社交活动发生的重要条件之
一。在展厅中开辟相对独立的
社交空间，不仅有利于增强展
示效果，而且能够更自然地促
进观众之间的交流。

例如日本滋贺县琵琶湖博
物馆、南京博物馆院、中国杭帮
菜博物馆在展览中为观众创造
了特定的时空环境，使其可以
较长时间地停留和与别人相

处。这些空间虽然在展线中相
对独立，但都与博物馆展示主
题紧密相连，可被视作展览的
延伸空间，而在为观众制造“共
同话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
是普通公共空间无法比拟的。

在博物馆展览中合理利用
社交互动技术不仅能够吸引个
体观众的融入，还能通过集体
活动创造自然的交流氛围，以
互助、协作、游戏等方式帮助观
众克服心理障碍，弥补社交技
巧方面的缺陷。

20世纪末，弗兰克�奥本海
姆立的美国旧金山探索馆已经
开始有意识地在展览中增加一
些人与人的交流和互动项目，

如多人共同参与的游戏项目、
多人协同操作的机械设备等
等。21世纪，随着新媒体技术
的迅速发展，博物馆互动展项
的形式表现更加新颖、互动界
面更加丰富、技术流程更加灵
活，有利于促发参与者互相询
问、模仿、学习等交流行为，为
参与者成功地搭建一个自然、
轻松、愉悦的社交平台。

妮娜�西蒙的《参与性的博
物馆》提出将博物馆参观流程
视为一种参与性活动的观点，
认为博物馆展览的社交设计应
遵守从个体化到集体化的原
则，即以个体体验为基础的展
览项目应该以实现社会化的集

体参与为最终目标。博物馆展
览的参与设计需要将展览内容、
形式、互动机制进行通盘考虑，
才能有效解决如何将参与体验
与展览内容巧妙结合的问题。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在传
统文化中被视为安身立命之本
的家庭、社会关系却在受到各
种冲击和挑战，我们当下对家
庭情感和人际关系修复的诉求
只能通过真实社交的方式来解
决。从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
讲，博物馆应该承担起提倡积
极健康的社交方式、引导网络
沉溺者改变生活方式的社会责
任。或许，让观众暂时放下手
机、远离网络的家庭活动以及
面对面真实交流的集体参与才
是网络时代博物馆的最佳“打
开”方式。 （李林）

社交型博物馆展览将成未来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