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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女峰

作品名称：玉女峰
作 者：杨夏林
创作时间：1980年
尺 寸：68×44厘米
题 识：武夷山九曲名胜之一，庚申年十
月写，时于厦门鼓浪屿骆驼峰之下，杨夏林
钤 印：杨夏林（白）、木兰溪畔人（朱）
出 版：《杨夏林作品集》，P25，鹭江出版社
拍 卖 会：福建定佳拍卖2015春季书画拍卖会
拍卖专场：闽韵清轸
拍卖时间：2015年7月12日
估 价：2万-3万元
成 交 价：25.3万元 （李自涌 整理）

安徒生插画奖获奖者
来泉交流

本报讯 2014年度国际安徒生插画

奖获奖者罗杰�米罗“海丝文化交流之旅”
系列活动日前在泉州启动。8月28日，罗

杰�米罗还将在海峡体育中心举行交流分
享会，泉州的海丝文化与国际级艺术家上

演同场对话。

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由四大板块组

成，包括“我心中的光明之城”小手画泉州

绘画活动、罗杰�米罗及博洛尼亚优秀插画
展，以及海丝文化交流活动白瓷纪念品首

发式等。 （记者 李自涌）

圆明园兽首南北朝佛像
本周六起在泉州展出

本报讯 记者日前获悉，2016中国保

利�圆明园国宝展暨南北朝石佛像展将于8
月27日至9月4日在泉州举行，并将于9月6

日至9月11日移师南安展出。

据介绍，此次展出的国宝展品中，以凝

聚中华民族百年耻辱与血泪的圆明园青铜

兽首（牛首、虎首、猪首、猴首）最为引人注

目。此外，同期展出的还有14尊国内保存

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南北朝佛像，其文物

价值、考古价值及文化价值都冠绝于世，被

称为“石佛收藏中的奇迹”。（记者 李自涌）

艺术动态

泉籍名家书画展
讲述“清源艺脉”

本报讯 “清源艺脉——泉籍名家书

画展”日前在泉州举行，参展的泉籍艺术名

家包括李硕卿、蔡展龙、黄紫霞、顾一尘、梁

披云、潘受、林英仪、丁明镜、洪世清、陈祥

耀、林坚璋、王乃钦、蒋少强、林剑仆等，展

出的数十幅作品皆为难得一见的精品，包

括立轴、册页及手卷等形式。

自古以来，泉州的书画艺术源远流长，

艺脉常青。此次展出的作品形态多样，类

型丰富，可以称得上泉州深厚书画文化底

蕴的一方缩影。 （记者 李自涌）

福建省副刊名专栏

画说

福建

《兰亭问学》赠书暨书学
与泉州文化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兰亭问学》赠书仪式

暨“书学与泉州文化”座谈会在泉州举行。

7月下旬，《兰亭问学》出版面世，这是

作者彭新国耗时近十年完成的书法著作。

该书共18万字，收入彭新国2008年以来的

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评论文章43篇。

赠书仪式上，泉州市图书馆、泉州市艺

术馆、洛江区实验小学均获得免费赠书。

赠书环节结束后，活动进入座谈会环节，主

持人与作者和参与嘉宾一起，多角度探讨

了书学与泉州文化。 （记者 李自涌）

拍卖场买艺术品就一定贵吗？

买家指挥艺术家创作

山水画扮演“墙上主角”
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山水画，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一直是受人关

注的“墙上主角”。

中国山水画简称“山水画”，泛

指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

的中国画。美术界普遍认为，山水

画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但

尚未从人物画中完全分离，

隋唐时始独立，五代、北宋时趋于成

熟，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科。传统

上按画法风格，中国山水画可分为

青绿山水、金碧山水、水墨山水、浅

绛山水、小青绿山水、没骨山水等。

山水画接近西方人眼里的风景

画，但比西方风景画的“出生”早了

一千多年。据何德能介绍，我国现

存最早的山水画是隋代展子虔的

《游春图》。但真正被命名为山水画

的历史名作，则是东晋画家顾恺之

的《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当时

山水画还未成为独立的画科，山川

风光是作为人物画补景出现的。有

点像现代画家徐悲鸿的《巴山汲水

图》和傅抱石的《云中君和大司

命》。从历史摹本中可以观察看到，

峰、石、云、水、树等元素在画面上已

经有了非常复杂的艺术表现。因

而，顾恺之也被公认为第一次将山

水搬上了中国美术的表现舞台，其

作品《画云台山记》也被称为山水画

论的开山之作。

在国内的大型博物馆、会议室、

礼堂、办公室、公共活动区，还有一

般老百姓家庭的艺术类装饰品里，

中国山水画均是高频出现的细分画

种。近十年来，作品在中国艺术品

市场上大放异彩的张大千、黄宾虹、

陆俨少、李可染、傅抱石、吴冠中，还

有岭南的关山月、黎雄才等画家，均

是以山水画著称的艺术家。今年春

拍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以2.7亿港

元成交的张大千《桃源图》，2015年

嘉德秋拍以1.8亿元成交的李可染

《万山红遍》，2012年以2.9325亿元

拍出的另一件李可染《万山红遍》，

还有2010年以1.008亿元成交的张

大千《爱痕湖》，以1.2992亿元成交

的钱维城手卷代表作《雁荡图》，以

1.3664亿元成交的王蒙《秋山萧寺

图》，以1.71亿元成交的徐悲鸿《巴

山汲水图》，都是中国山水画。

据收藏家罗渊介绍，一般而言，

山水画的创作需要投入的工作量比

较大，因而，拍卖市场上一旦出现名

家精品，往往就会受到资本争抢，从

而拍出高价。

艺术不应一味逢迎市场
在市场上，山水画被一些画廊

老板戏称为“老板的至爱”。

“长期以来，山水画在市场上存

在刚性需求。不管是公共机构，还

是公司、家庭，在新楼竣工、换办公

室或新居入伙的时候，都会考虑买

一幅两幅山水画挂一挂，起到装饰

的功能。”何文发说，至于对专业搞

艺术品收藏的人来说，中国山水画

则是绕不过去的弯。他身边的画廊

朋友，平时销售对象较为广泛的除

了花鸟画，就是山水画。

“的确，不管是企业家，还是一

般店主的办公室里边，我们都可以

看到像鱼缸、山水画这样的不可缺

少的元素。”一位开画店的湖南老

板告诉记者，摆放鱼缸是为了

“聚财”，而挂山水画是为了有个“靠

山”。行走江湖的所有风水师都会

这样告诉他们的客户，这就给山水

画市场带来了很多生意。

这位老板说，他平时做生意很

尊重客户的购买意愿，会专门针对

不同人的需求来定制他们所希望看

到的作品。譬如，山是摆在中间还

是两边，是高是矮，水应该怎么流，

树和花应该什么颜色，都可以由客

户先提出来，然后他们再让艺术家

来实现。

不过，对于贵州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毕业、曾经接受过非常严格的

中国画学术训练的何德能来说，前

面几十年都在跟着冯建修、杨长槐、

王振中、马庆中、李小可等老师习

画，在角色认同上更倾向于把自己

看成是一个科班出身的画家。“一个

真正有艺术追求的画家，不应该为

了逢迎市场而偏离专业去画画。毕

竟艺术家不等同于画师和画匠，怎

么构图、布景、勾勒、皴擦、设色，都

有专业上的规矩，也需要在每一件

作品上面追求不一样。”他坦言，作

品是艺术家情绪和美学思想的载

体，如果艺术家不去追求艺术的本

质，而一味按照非专业人士的指挥

来作画，每天去重复“生产”那些程

式化的所谓风水画、招财画，就会永

远深陷于商业利益而不可自拔。

对于当前市场千篇一律的风水

画样式，雕塑家潘鹤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亦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厌恶，

“有些画家的作品，一万幅就等于一

幅。因为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差不

多的，看了第一幅，就知道下一幅是

怎么画的。这样的作品与其叫创

作，不如叫印钱。”

何德能也主张艺术要有自己的

个性，不能粗制滥造、东拼西凑和千

篇一律。“本身纯水墨不是市场流行

的那类风格，而我的取材、布景、设

色，远远脱离了风水画的要求，很多

人说我是吃力不讨好的。”何德能坦

承，自己想做的是艺术家，而不是风

水师，虽然他也希望每位艺术爱好

者未来都鸿运当头，但是，艺术的本

质是对美、思想、境界的融合，并不

仅仅是心理暗示。 （冯善书）

许多人往往认为，拍卖场是

出“天价”拍品的地方，在拍卖场

买东西一定会很贵，实际上不尽

然，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那些流传有序的文物艺术

“孤品”、精品，因为十分稀缺，争

抢的人多，自然能够拍出高价甚

至天价。拍卖场则是靠艺术品拍

品数量取胜的大卖场。在这里，

各类画家的作品形形色色，各朝

的古玩瓷器应有尽有，因此可选

画家和古玩杂项的范围很广，许

多普通艺术品在这里并不会很

贵，经常比在画廊、古玩店和画家

家里买到的价格更加便宜！

私下买卖艺术品，其买家必

须内行，否则很容易买到假货，或

者不明就里买贵了。私下交易，

买卖之间要先“盘道”，互相摸底，

尽量让对方先报价，借此摸清对

方的底细，买家稍有不慎，就会陷

进卖家的策略中。有的时候，卖

家让买家报价未必是想卖给你，

有时候，卖家采用的是一种询价

招标的方式，他会如此这般地问

许多买家，借机找到最高价格来

出手，买家很容易变成了卖家“垫

背”的“托儿”。如果进一步还想

在私下交易中“捡漏”，买到便宜

货，首先买家要十分懂行，同时要

遇上外行的卖家。如今，经过二

十多年艺术品市场的磨炼，遇到

这样机会的可能已经十分少了。

明明是大名家的作品，有人

就喜欢在私下交易，而不愿意送

拍卖场，遇到这样的情况，无论对

方拿出什么样的理由，买家都要

警惕了，多半是拍卖行不收他的

东西，对方只能私下里找买家。

卖家可能会说着急用钱，拍卖行

的程序太慢。但拍卖行如今都有

私人洽购业务，也可以私下买卖，

而拍卖行的客户群体比每个个人

都要大得多了，卖家完全可以让

拍卖行帮忙找买家。

拍卖场则适合不懂艺术品的

人去学习，开放式的预展环境可

以让人仔细研究，驻步流连。拍

卖场的价格公开性可以让每个画

家的市场价位和走势一目了然。

在拍卖场买东西虽然难以做到

“退货换货”，但可以随时把买走

的作品再拿回来拍卖，这比私下

交易占有优势。一般各拍卖行都

有规矩，从哪家拍卖行买的东西，

以后还可以拿回这家拍卖行再

拍；大拍卖行买的东西也可以在

其他小拍卖行上拍。从品牌拍卖

行买到的艺术品，将来再卖的时

候会更加容易，相当于多了一个

有序著录。

通过拍卖场的机会，人们可

以看到其他人在预展和拍卖会上

的表现，人们也可以凑在一起互

相学习、探讨，这对那些鉴定评估

水准不足的人是很好的学习机

会。何况，拍卖行的专业人员事

先已经在鉴定估价上把了一关，

买家买错的风险相比私下交易要

少了很多。

下面举两个在拍卖场上买到

便宜艺术品的例子。

两年前，北京某拍卖公司是

以瓷器拍卖擅长的公司，一次，他

们组织了一场古籍善本、信札手

稿的拍卖专场。知名收藏家朱绍

良通过该公司的图录发现了两件

不错的收藏品。一件是清中期袁

枚的书法十开册页《草诀歌》，袁

枚用小楷和行草两体书写，书后

有金石大家包世臣的题跋，流传

有序。袁枚是清代著名诗人、文

学评论家，乾隆进士，曾为翰林院

庶吉士。乾隆皇帝曾把袁枚命为

“江右三大家”之首。这件作品起

拍价 1.2万元，最终朱先生以

63250元（加佣金）竞得。而目前

在海内外拍卖场上，袁枚信札、书

法的价格都在几十万元以上。

另一件作品是清末民国时期

国学大师王国维早年摘录明代王

阳明的《王子集要》练习歌的手抄

本。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

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

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

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

种。朱先生以起拍价57500元

（加佣金）拿下了这件作品。王国

维的信札、书法价格近年来上涨

极快，均价在几十万元，有些信札

已经突破了百万元。 （季涛）

“在油画、水彩画和迎合社会低级趣味的行画的冲击下，以传
统水墨为表现手法的中国山水画长期脱离一般大众的收藏视野，而成
为专业收藏家的小众情趣。”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用纯水墨来描画风土建
筑人情的画家何德能，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道。
“即使是学术界和商界公认的一线名家纯水墨作品，也难以打开大众市

场。”著名收藏家何文发则坦承，在普通收藏者看来，纯水墨的山水画黑乎乎
一片，挂在家庭厅堂或办公室都不够喜庆，特别是遇到那些不懂得欣赏的非
专业观众，还可能遭其当众恶评。

旧社会流行讲究“靠山面水”的封建迷信想法，一直困扰着买家对山水画
的收藏心理；加上某些商家出于利益的考虑，长期在市场上大力推动穿金戴
银、大红大绿的重彩画作，使得大众对山水画审美品位日益被影响和拉低。

“风水画”困扰山水画市场

艺坛

走笔

热点

聚焦

本报讯 由东方收藏杂志、收藏

快报、艺术收藏天下联合主办的在线

拍卖平台“乐藏联盟”专拍——“东方

收藏专场”于8月22日起开始预展并

启动实时竞拍，藏家可以通过本文配

发的二维码进入专场观看拍品并进

行竞拍，本拍场的截拍时间为本周五

晚上9点。

据了解，本次专场共有拍品10

件，时间跨度为明代至民国时期，均

为瓷器，起拍价格从399元至9000元

不等。如清乾隆青花山水庭院纹四

方大盘，呈方形，平口，浅壁，盘心以

青花绘山水楼台纹，造型精美，为当

时外销所盛行。又如民国粉彩八宝

纹碗，敞口，斜腹，胫部下敛，圈足。

胎骨轻薄坚致，白地施粉彩，釉色莹

润光亮。外壁口沿装饰有一周云雷

纹，腹部以八宝为主体纹饰。佛教八

宝又称八吉祥，象征佛教威力的八种

物象，是瓷器传统吉祥纹样之一，由

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

金鱼、盘长八种吉祥物组成，各有特

定的象征意义。再如清光绪青花人

物故事图抱月瓶，胎质洁白细腻，釉

水滋润，青花发色清雅，瓶身开光绘

人物图。人物开脸特征明显，衣饰刻

画精细。

据了解，“乐藏联盟”各加盟成员

的藏品征集工作同步持续进行中，有

意向的藏友们可将藏品照片发送至

送拍专用邮箱LCLM@vip.163.com，照

片要求清晰，同时写清楚藏品名称、

尺寸、年代、品相、简介、底价、委托人

姓名以及联系方式等，相关事宜可与

李 先 生（18605950812）、郑 先 生

（13808508168）取得联系。

（记者 李自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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