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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新闻

北京保利28期书画精品
拍卖会10月25日举槌

(本报讯)

随着北京保利9
周年秋季拍卖的
临近，保利第28
期中国书画精品
拍卖会也即将拉
开帷幕。此次共
推出“快哉-濯缨
山房藏中国书
画”、“秋水长天-
中国近现代书
画”、“线象-作为
艺术形态的白
描”、“荆璧藏辉-黄养辉旧藏及夫子女作
品专场”等八个专场，共计两千余件拍品，
以为秋拍预热。拍卖会将于10月22日至24
日预展，10月25日至27日拍卖，地点均在北
京亚洲大酒店。

吴昌硕的“朋友圈”

“冰雪画派三十年作品展”展出

(本报讯) 10月18日-23日，由中国国
家画院、中国美术家协会艺委会等单位联
合主办的“冰雪画派三十年作品展”将在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行，展出以于志学
为代表的四十余位冰雪画派画家百余幅
冰雪画。

冰雪画派始建于1984年，由画家于志
学创建，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涌现的第一
个地域画派，也是中国画从传统向现代转
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

被广泛关注的香港秋拍日前落下
帷幕，多件艺术品突破亿元，刷新了艺
术家的世界拍卖纪录。这显示了虽受
国际因素的影响，前往购买顶级艺术
品的收藏者步伐并未减弱，但在中低
端拍品和近现代艺术大家的一般性作
品中，竞投成交并不活跃，呈现出了理
性与突破并存的局面。近日，我省多家
拍卖行的秋拍筹备已近尾声，今年秋
拍专场多，拍品精，看点多。

拍品“精”在文化价值

以深度挖掘拍品文化价值为指向的山
东恒昌拍卖，近年来在拍品选择上有意识
地加强了“近代书法”和“古籍碑帖”两大
板块的征集和推介，站在学术的角度策
划、挖掘拍品，形成了特色。此季秋拍，山
东恒昌仍然坚持“拍品精”的路线，设置了

“中国书画”、“明清金笺扇面”、“历代书
法”等多个专场，汇聚了明末清初新安四
大家之一查士标、清代书画家张问陶、“金
陵三杰”柳子谷、民国海派名家郑午昌、江
寒汀、金陵画派代表人物亚明、民国苏州
文人画家诸健秋等名家画作，以及明代进
士李日煜、清代著名书法家陈奕禧、乾隆
五十八年状元潘世恩、清代金石学家书法
家张廷济、丁佛言等很多不可多得的艺术
精品，备受藏家期待。

随着近年来扇面收藏的日渐升温，金笺
扇面也成为备受市场关注的门类。此次恒昌
拍卖的明清金笺扇面专场征集到了明代著
名书法家祝允明、明天启二年状元文震孟、
晚明著名书法家王铎、清代早期宫廷画家蒋
廷锡的作品。据拍卖行负责人介绍：精美的
金笺扇面往往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尤
其是明清书画名家的金笺扇面。明代金笺扇
面艺术的影响很大,清丽沉雅，沉稳沧然，有
其独特的历史风采和艺术价值。尤其日前落

幕的香港嘉德拍卖中，祝允明的作品被高价
竞得，相信此幅祝允明的金笺扇面也定会吸
引藏家眼球。

专场细化成拍卖会亮点

以书画拍品为主要结构的山东舜鑫、天
承、圣泰等拍卖，此季也详细的将书画拍品
分为多个专场，从近现代书画、当代书画到
当代水墨，以及省内外书画家、优秀青年画
家的专场分布上做了精细分析，让藏家竞投
时更有明确的收藏指向。天承拍卖也从前几
年以中国书画为主，到兼及油画，辅之以瓷
器、玉器、杂项的拍卖，到目前专门做中国近
现代书画，形成了“压缩数量，以质取胜”的
拍卖模式。有业界专家认为：在市场调整的
情况下，拍卖公司更要精益求精，细化拍品
结构，细化专场，在拍品的种类和数量上进
行调整，如：以时期为节点，详细分段落；以
省内外画家为区分；或采用专题的形式，将
比较有卖点的作品，如名人收藏、名家上款
等作品归类，这些都是市场调整期间，拍卖
行吸引藏家注意力的好方式。

文玩清供单元闪耀亮相

为了正确引导群体和买家去购买与书画
有结合点的艺术品,让他们的收藏更立体,更全
面,更实用，此次山东恒昌拍卖初次在书画专
场的基础上汇集了大量名家精品书画与古籍
碑帖。山东恒昌拍卖总经理杨宁介绍，我国对
于碑帖的收藏由来已久，历代金石、书法、艺
术、文学、史学等文人墨客就十分爱好，明、清
至民国，董其昌、康有为、鲁迅等均为收藏碑
帖拓片之大家。近几年，碑帖拓片的收藏渐渐
升温，其价格也由之前的几十元几百元一帧，
变为近年上千元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尤其
是有些碑被国家各级博物院馆封存后，拓片
的价格飞涨。

文玩清供也是初次亮相恒昌拍卖的亮点
单元。这些出现在文人雅士书房、斋室的辅助

用具，以及随身把玩的小巧物饰，雅俗共赏，
受到越来越多的藏家和投资者的青睐。据了
解，在秦汉时期，文玩清供就开始出现了，唐
宋得到不断地发展，降至明清，文玩清供更加
充实完善，种类非常丰富，而且制作材料极为
丰富、讲究，如紫檀的笔筒、枕木、镇纸，或者
竹雕的笔架，木质、玉质、牙质的墨床，以及用
田黄做成的印玺等，品类繁多，不一而足。如
此“博、雅、精、真”的单元，必会引导藏家去积
极关注传统书画之外的艺术品。

我省秋拍市场比较乐观

随着香港秋拍的落幕，此季秋拍我省市
场表现将如何呢？恒昌拍卖总经理杨宁表
示：“日前落幕的香港秋拍给予了几点启示：
首先，真正的买家并不受市场影响，而是更
加关注艺术品自身，关注艺术家的学术定
位、学界和市场中的影响力，以及作品的传
播度及认可度。其次，现在的拍卖市场个性
化的因素也越来越明显，藏家在拍卖市场上
购买艺术品的目的也从最初的保值增值，开
始转为自己的系统性收藏，为自己的私人收
藏或者私人美术馆的馆藏来增加“砝码”。随
着礼品市场和艺术品炒作现象的迅速瓦解，
今年我省秋拍仍是‘有理性、有突破’的局
面，这种局面在今年秋季尤为凸显，藏家也

更加关注艺术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自
身公司条件、品牌效应与拍品结构是香港拍
卖成功的定律，而我省秋拍的制胜关键应
该是用有文化价值的拍品去提升买家的
购买欲望。 (贾佳)

▲张大千(1899-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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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6—31日，正值吴昌硕
诞辰170周年之际，“百年一缶翁——— 吴昌
硕及师友书画展”在西泠印社美术馆开展。
吴昌硕一生交友甚广，他以人格魅力凝聚
了一大批亦师亦友的志士贤人。展览展出
杨岘、诸宗元、任伯年、蒲华、吴秋农、陆廉
夫、倪墨耕、顾若波、王一亭、商笙伯、翁同
和、陈三立、沈曾植等人的书画作品，他们
或是海内诗词泰斗，或是诗书画金石研究
的一流高手，是一次难得的“群贤毕至，少
长咸集”。

专专场场多多、、拍拍品品精精，，文文玩玩碑碑帖帖成成热热点点
我省拍卖行秋拍筹备即将收尾

山东恒昌拍卖
预展时间：2014年11月14—15日
拍卖时间：2014年11月16日
地点：山东政协大厦维景大酒店

山东舜鑫拍卖
预展时间：2014年12月5日-6日
拍卖时间：2014年12月7日
地点：德州富豪康博大酒店

山东天承拍卖
预展时间：2014年11月12—13日
拍卖时间：2014年11月14日
地点：山东大厦

山东圣泰拍卖
拍卖时间：2014年12月21日
地点：南郊宾馆

▲祝允明 金笺扇面

格市场风向标

秋拍预告

开渠百年 世纪回望

(本报讯) 10月6日至11月8日，“开渠百
年——— 纪念刘开渠诞辰110周年展”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开幕。展览精选了刘开渠最具代表
性的51件雕塑作品和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刘开渠以毕生的精力将西方的雕塑观念
和技巧与中国的民族精神和审美形式相融
汇，创造了许多代表20世纪中国雕塑最高成
就的作品。他以自己的实践颠覆了明清以来
中国雕塑塑造泥菩萨的传统，将中国雕塑引
入国家层面的公共空间，并成为20世纪公众
喜爱的公共艺术形式。

山东画院举办庆祝建
国65周年中国画展

(本报讯) 10月17日，由山东省文化厅主
办、山东画院承办的“辉煌的历程·庆祝建国65
周年山东中国画展”在山东画院展厅成功开
幕。展览精选了65幅中国画作品，既有于希宁、
黑伯龙、刘宝纯、孙墨龙、单应桂、张志民、孔维
克等著名艺术家们的精典之作，也有实力派
青年画家的新创力作，形象展示了勤劳的齐
鲁人民建设美丽山东的英姿，展现了齐鲁大
地的壮丽山河、风土人情、新农村建设和人们
的美好生活。

▲展览现场

(本报讯) 由中国雕塑学会、山东美术
馆联合主办的“中国姿态·第三届中国雕塑
大展”将于10月21日——— 11月16日在山东美
术馆举办，展出来自全国各地的雕塑精品
150余件。

第三届中国雕塑大展
将于山东美术馆开幕

“中国姿态·中国雕塑大展”2008年
由中国雕塑学会创立，以其专业性、学术
性和前瞻性成为中国雕塑界最具号召力
和影响力的专业展览之一。

据悉，10月20日将在山东美术馆举
办“中国姿态·第三届中国雕塑大展”评
奖活动。届时，来自全国的雕塑名家将云
集山东美术馆，评出7大奖项37名，获奖
作品均由山东美术馆收藏。

(本报讯 ) “印象圣彼得堡风景油
画展”将于10月25—26日在鲁银美术馆
举办，展出济南大学美术学院教师毛罗
蕾娃·澳丽娅、赵鹏的6 0幅风景油画精
品。两位艺术家均毕业于俄罗斯列宾美
术学院，是我省为数不多的以俄罗斯风
景为题材的油画家。

画展分为三个主题：普希金城系
列、巴普罗斯科公园系列、圣彼得堡古
教堂系列。作品运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
表现形式和直接写生的表现手法，描写
了圣彼得堡四季的不同景色。

“印象圣彼得堡风景油画展”
在济举办

(本报讯 ) 10月26日10时，由陈孟
昕艺术馆、声远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的“陈孟昕画展暨陈孟昕艺术馆开幕典
礼”将在山东省青州宋城举行，届时多
位政界领导、书画名家、文化界人士将
出席此次艺术盛会。

陈孟昕艺术馆位于宋城，是理想的
人文展示空间。陈孟昕文化气息和现代
感十足的作品悬挂其中，与建筑装饰相
得益彰。陈孟昕是当代国画名家、工笔画
的领军人物，此次通过艺术馆的形式来展
示其艺术探索，对彰显艺术精神，提供研
究参照，引领社会文化风尚有着积极意
义。据悉，画展将持续至12月18日。

陈孟昕画展暨陈孟昕艺术馆
开幕典礼将于26日在青州举办

(本报讯 ) 近日，潍坊文化产权交
易中心推出了“聚艺宝”艺术资产组合
产品。由潍坊文化产权交易中心聘请
的专家团队经考察分析,在数千名当代
艺术家中甄选了50位发展态势良好的
画家的作品进行组合运营,作品直接取
自艺术家本人 ,价格大幅低于市场价 ,
年龄上中、青组合,形成以多作者、多门
派、多创作体裁、多构图规格、低投资
额度相结合的艺术资产组合产品,为普
通书画收藏者投资艺术品提供了便捷
通道。

潍坊推出首款艺术品投资产品

(本报讯) 10月25日—28日，由潍坊
市画廊协会、潍坊集文斋文化艺术有限公
司等单位承办的“墨韵五彩——— 中国当代
青年书法家5人邀请展”将在潍坊市东风
东街189号富华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参加
此次展览的书法家有李永忠、殷延国、李
洪智、邱才桢、赵彦国。五位书法家近年来
活跃在当代书坛，文化艺术造诣深厚，在
继承传统基础上紧随时代，力图创新，创
造出了大量优秀作品。

中国当代青年书法家
五人邀请展将开展

(本报讯 ) “江山系年——— 童中焘
作品孔子故里觐”将于10月21日—26日
在山东省济宁市博物馆开幕。开幕式之
后还将举行由黄河清主持的“童中焘学
术论坛”。

童中焘，浙江鄞县人，1 9 3 9年生，
1962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并留校任
教，曾任中国画系主任，学养深厚，于传
统文、史、哲、经及西方哲学、美学都有
全面深广的涉猎。童中焘的艺术在中国
山水画的继承、开拓和创新上成果斐
然。

童中焘作品孔子故里觐
将亮相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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