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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花鸟画家郑景贤画作
随“神十”载誉归来

“川美现象”是个地域性的概念，其

中涵盖了以川籍艺术家为核心的艺术

群体的探索、传承与拓展，但随着四川

油画的市场关注度的提升，这个概念有

所延伸。随着学术界的研究、拍卖公司

的挖掘、展览的推介等，目前四川油画

已成为拍卖行力推的重要拍卖品类，那

么“川美现象”的代表画家们市场价格

规律及市场前景如何呢？

从近几年的油画拍卖市场来看，市

场更偏向于“绘画性”油画，而川美画家

们的绘画作品恰符合了当今市场需求，

因此市场中流通作品数量庞大。据雅

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不完全

统计，截至2013年6月15日，川美画家

（仅选代表性的23位）上拍总共3908

件，成交总共3129件，总成交额为30.34

亿元人民币，成交率高达80.07%。目

前，2013年春拍共成交油画作品464

件，而川美画家（粗略统计）2013年春拍

中共成交95件，占整个春拍油画板块市

场总成交量的20.47%。这23位川美艺

术家中，尤以周春芽上拍量、成交量最

为突出，分别为1072件和925件。

2006年秋，川美油画群体作品掀起

第一波小高峰，2006年11月26日香港

佳士得上拍张晓刚《父与子》（2005年

作）以1526.72万元成交，是川美艺术家

群体中首位成交价过千万元的作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川美油画家们作

品逆势上扬，成就第二波小高峰，虽于

同年秋有所回落，旋即经过一段时间的

市场沉淀再次强劲上扬。伴随着2010

年整体春拍市场良好的势头，国内的油

画市场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四川油画

也迎来新一轮的上升发展态势。2011

年春达到成交制高点，当季4件作品成

交价迈过千万元大关。2009年之后川

美群体油画作品上拍及成交量有所减

少，成交额却仍然呈现曲折持平且走高

态势，单位价格指数有所上扬。

乡土现实主义油画
近年屡创新高

作为必不可少的市场拍卖热点，四

川油画的先锋画家们在学术地位和绘

画水平上已经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其市

场价格和学术地位相对匹配。罗中立、

程丛林、高小华、何多苓等为这一艺术

风格形式的重要代表。2007年秋中国

嘉德推出的程丛林《华工船》（1984年

作）以2296万元成交，2008年春罗中

立《金钱豹》（1992年作）在香港苏

富比拍出1138万元，2012年秋

何多苓《乌鸦是美丽的》

（1988年作）成交价为

1380万元。作为四

川油画领军

人物之

一的罗中立，其创作始终围绕四川地域

农民题材。截至2013年6月9日，罗中

立上拍689件，成交513件，总成交额为

47506.98万元。罗中立作品拍卖价位

居高，主要集中在100万~500万之间，

这个区间的作品有130件。500万~

1000万的有13件，1000万以上的1件。

香港及海外地区
成就现代主义绘画

作为现代主义油画代表艺术家的

张晓刚，其油画市场持续创造新高是其

油画作品内在价值和市场繁荣双方面

因素促成的。张晓刚共上拍447件作

品，总成交额140837万元，成交比率

83.64%。张晓刚的作品均由香港、伦

敦、纽约等拍卖公司拍出高价。2011年

4月3日香港苏富比推出的张晓刚《生

生息息之爱》（1988年作）拍出6656.85

万元的最高价。

虽然张晓刚油画市场已经处于高

点，但其早期拍卖的作品和在金融危机

时被低估的作品仍然具有较大的升值

空间，在市场持续繁荣的情况下，张晓

刚市场行情应该会继续上扬。

新人油画价格合理
适合长线投资

自由和平等的学

院气氛成

就了川美一代代的艺术家，川美青年艺

术家们近年在拍卖市场呈现出群体性

的爆发。年轻艺术家的拍卖区间多集

中在10万~50万之间，川美的几位年轻

艺术家成交价呈现良好发展趋势，如陈

可、熊宇、李继开等艺术家作品成交价

均过百万。陈可的作品市场发展比较迅

速，尤其是2009年至2011年，几乎每半

年有10万~20万的价格增幅。例如2009

年上半年时，陈可的作品价格大约在16

万~30万之间，到下半年时她的作品价格

就在25万~60万之间了。到2010年，她

的作品价格再度上升，价格已经到了35

万~65万之间，2010年秋陈可《蜗牛的

家》（2006年作）以135万元成交，成为作

品价格突破百万的年轻艺术家之一。从

近几年的市场情况来看，川美年轻艺术

家已经逐渐成长起来，接受了来自一级

市场的培育和二级市场的检验，都还是

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上浮动。

四川油画处于投资价值的高峰阶

段，主要原因除了上世纪80年代早期有

一批有影响力的画家带动之外，主要是

他们以一种地域的文化凝聚力量，在这

个日益全球化的中国走出了一种特有

模式，以及他们在当代艺术的探索和学

术研究上贡献突出，收藏家和专业藏家

的有力宣传均是影响其价位的重要因

素，特别是山艺术文教基金会对四川油

画的极力扶植。

（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古画
寻趣

威弧获鹿 夫唱妇随
《乾隆帝及妃威弧获鹿图》，纸

本设色，纵37.6、横195.5厘米。引

首乾隆皇帝题：“威弧获鹿”。此手

卷描绘的是乾隆皇帝骑马在秋季的

木兰围场狩猎的场景。画中的乾隆

皇帝身跨骏马、拉弓放矢，远处的奔

鹿应声而倒，皇帝身旁的皇妃骑马

紧紧追随侍奉，在关键时刻将一支

支羽箭奉上，演绎了皇家版的夫唱

妇随。作品设色艳丽华美，笔触细

腻，风格富贵，当为清代宫廷画师所

绘。

图中所绘的乾隆皇帝形象正值

壮年，举手投足强健有力；所绘皇妃

年轻貌美，皮肤白皙。通过发式与

衣服花纹及面部特征判断，图中所

绘皇妃很有可能就是来自西域的容

妃，即传说中的香妃。 （据新浪）

中国绘画的西南力量：
“川美现象”市场走向解析

艺术动态

曾贤谋、宋展生、王来文
花鸟扇面展在福州展出

本报讯 “墨韵薰风——曾贤谋、宋展

生、王来文花鸟扇面展”日前在福州三坊七

巷展出，将持续至7月13日结束。曾贤谋现

为福建省画院副院长、福建花鸟画学会主

席；宋展生现任福建省画院书记、宋省予艺

术研究院院长；王来文现为中国美协理事、

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三位

画家近年来致力于水墨写意花鸟画的探索

与研究，博收约取，于传统国画中撷取养分，

外加自然景物的启发，精于用墨，五色俱备，

擅于用色，尤为绝特。 （据福建美术在线）

福建著名画家走进长汀
进行采风创作活动

本报讯 “美丽福建，生态长汀”——

福建省著名画家走进长汀采风创作活动日

前在长汀举行。这也是省美协近期组织的

第二次福建画家以艺术的语言再现美丽福

建，歌颂美丽福建的一次写生活动。为期

一周的写生活动，画家们不断深化绘画作

品中的人文内涵与艺术质量，精心创作，力

争创作出能够反映出“美丽福建，生态长

汀”的绘画作品。随后，还将举办“美丽福

建，生态长汀”——福建省著名画家走进长

汀写生作品展。 （据东南网）

福建艺术家董希源获
联合国邀请举办个展

本报讯 近日，福建著名艺术家董希

源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在地肯尼亚首都

内罗毕举办“感恩自然�中国梦”艺术展。
本次展出了董希源特意为此次展览所作的

《非洲——中国十大珍藏动物系列》和他亲

手绘制的8个“德化白瓷”圆盘和2个瓷瓶，

以及48幅深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水墨画。

董希源一直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多幅极具中国

传统审美意蕴的国画作品中，展现出了与

自然平等和谐的意境。 （据新浪收藏）

福建美术馆举办
当代书法邀请展

本报讯 中国美术馆、福建省文化厅

日前在福建省美术馆联合主办了“翰墨传

承 榕城有约——当代书法邀请展”。本次

展览以翰墨传承为主题，集结了南北不同

地域、卓有成就的当代书法家们的作品，欧

阳中石、李铎、张海、李刚田、吕章申、鲍贤

伦、陈朱、陈吉、陈奋武、柯云瀚、游嘉瑞等

17位著名书法家的80多件作品参加了展

出。他们皆为当代中国书坛中坚力量，善

于广集博采，勇于继承创新，开拓中国当代

书法新风貌。 （据新华网）

焦点
透视

朱法鹏油画精品展
在厦门开幕

本报讯 日前，“朱法鹏油画精品展”

在厦门张雄书画院开幕，免费向公众开

放。朱法鹏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既攻水

墨，又兼油画，尤擅肖像，曾为我国50多位

将军绘过肖像画。本次活动展出了40幅精

品油画，包括写实人物油画、意象风景油画

系列等，融会了现代西画与中国传统水墨

的精髓。比起朱法鹏的国画作品，其油画

作品中这些元素的融合更为细腻、唯美，色

彩构图大方生动，用它来体现古典韵味亦

是耐人寻味。 （据海峡导报）

齐派画作淘宝网高价成交
网络交易模式逐步被接受

本报讯 6月25日，北京保

利与艺典中国网、淘宝网联手举

办的“大匠之门：齐白石师生及

子女书画作品”线上拍卖圆满收

官，总成交额为1292万元，成交

率高达82%。本专场是继5月

份“傅氏家族书画作品专场”成

功线上拍卖后又一国内顶级的

艺术大师作品拍卖专场。

记者在淘宝网的拍卖主页

上看到，本次“大匠之门”专场囊

括了齐派画家，包括齐白石、齐

良迟、齐良末、齐良已，弟子娄师

白、卢光照、郭秀仪、李可染、王

雪涛以及再传弟子贾又福的经

典作品57幅。其中，齐白石的

《观世音菩萨》以228.8万元成交

高居榜首，他的另外几幅作品

《白菜小鸡》、《水族图》、《洞庭归

帆》、《螳螂图》也分别以229.9万

元、117.7万元、110万元、172.7

万元的价格成交。而齐派弟子

的代表作品也表现不俗，如李可

染的《牧牛看山》以178.2万元成

交，崔子范的水墨花鸟四条屏拍

出26.3万元，王雪涛早期风格的

《凝视》13.1万元落槌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拍卖会

上，数件名家小品在拍卖过程中

受到了比线下更激烈的角逐，如

娄师白一张1.1平尺的《雏鸭蜻

蜓》，从2000元起拍，经过网友

81次的出价，最终以7.81万元

成交，创下了娄师白作品的市场

均价纪录，此作竞价阶梯为500

元，竞价过程中甚至有人一次性

出价1万元。由此可见，在网络

交易的情境下，小尺寸的作品更

受藏友的喜爱和追捧。

网络交易为人们提供一个

简便的艺术品交易平台，倡导了

一种绿色、节约、便捷的经济模

式和生活习惯。事实证明，高价

拍品的网络交易模式是可行的，

随着网拍的逐渐成熟，将有更大

的市场和前景。（记者 李自涌）

齐白石《观世音菩萨》，成交
价228.8万元

本报讯 6月28日下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和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在北

京举行“神舟十号”返回舱开

舱仪式。开舱仪式上，我国

著名花鸟画家郑景贤教授专

门为“神十”创作的中国画

《青山绿水白鹭归》在经历了

半个月的太空之旅后首次呈

现在世人面前。

这幅《青山绿水白鹭

归》，长136、宽68厘米。画面

中，三只白鹭悠闲地在藤萝

类植物中栖息，周围黄花点

缀，让观者感觉就像来到了

山间原野，倾听声声婉转的

鸟语，嗅闻阵阵馥郁的花

香。画中的白鹭羽毛蓬松，

眼睛传神，刻画入微，透出一

股清新空灵之感。此幅作品

精致处愈见其工，写意处用

笔洒脱而不失含蓄蕴藉，充

分体现了郑景贤花鸟画艺术

在新时代与时俱进、朝气蓬

勃的生命力。

据了解，能够搭乘“神十”

进入太空的绘画作品，可以称

得上是“万里挑一”，对入选者

有着十分严格的界定，仅限于

中国美协会员中的部分优秀

画家。郑景贤现任福州大学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厦门市中国

花鸟画研究会会长、福建省中

国花鸟画家协会副主席、厦门

市美协顾问等职，在中国花鸟

画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和知

名度，此次入选亦在情理之

中。去年5月左右，郑景贤就

接到了征稿通知，邀请其参加

“神十”中国名家书画神舟太

空之旅活动。于是，郑景贤便

在众多作品中，精心挑选出这

幅表现厦门优美生态环境的

《青山绿水白鹭归》，寄往“中

国名家书画神舟太空之旅组

委会”。之后，这件作品便随

着“神十”进行了15天的太空

旅行，并于日前载誉归来。据

悉，这幅花鸟作品落地后，由

主办单位进行义拍，所得款项

将用于在“神十”返回舱着陆

地的内蒙古四子王旗建设希

望学校。 （记者 李自涌）

娄师白《雏鸭蜻蜓》，7.81万
元成交，创下娄师白作品的市场
均价纪录

本报讯 由中共福建省

委宣传部、福建省文化厅、福

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海峡文化艺术经纪有限公

司承办的“八闽神韵——福建

当代书画名家作品海内外巡

回展”将在杭州、香港、台湾、

济南、福州等城市展出。巡展

首站于7月18日~28日在浙江

美术馆举办。30多位具有鲜

明艺术风格和学术代表性的

福建书画名家，将集中展示他

们近期创作的精品佳作160

余幅，这些作品代表着福建当

代书画艺术的主要成就。此

外，本次巡展的台湾站将推出

特别活动——“闽台书画家联

展”、“福建画家画阿里山”，首

次组织福建书画家赴台湾阿

里山写生，两岸书画艺术的情

感交流和学术交流将得到前

所未有的提升。

（记者 李自涌 通讯员

韦康挺）

近年油画拍卖市
场中“川军”的身影随
处可见，“川军”已经不
再是停留在我们印象
中上世纪80年代的乡
土写实主义了。从早
期伤痕美术、生活流美
术及乡土现实主义的
先锋罗中立、程丛林、
何多苓、高小华、朱毅
勇等，到以现代表现主
义范畴的张晓刚、周春
芽、叶永青、钟飙、刘
虹、何森等中坚力量，
再到新锐青年艺术家
张小涛、陈可、杨纳、熊
宇等人，艺术上的传承
和现实中的相互提携，
就演化成了如今艺术
和艺术市场中的四川
军团，他们的突起影响
着当代艺术拍卖市场，
甚至是中国近30年来
的当代艺术史。

陈安健《茶馆系列》，成交价246.4
万元，北京瀚海2007年秋拍

刘虹《明朗的天》，成交价88万
元，北京嘉信2007年秋拍

福建当代书画名家作品
海内外巡回展即将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