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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藝術品收購

系列之三 (完)

根據近2年的記錄，香港政府買了100件香港本地藝
術家的藝術品，花了 450 萬，均價只有 4.5 萬，遠低於
收購外國人藏品的價錢。

篆刻是中國傳統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在香港的地位則始終處於邊緣。包括西九、
「5,000 萬」在內的以公帑收購藝術品的「派糖計劃」，與篆刻乏緣；藝術家離不開藝術品
交易，但「雙倍場租」規則使得篆刻家無法在展覽中為自己的作品標價，抑制了交易；而香
港甚少舉辦篆刻作品的展覽，使得市民大眾對篆刻的認識不足。凡此種種，都在不同程度上
阻滯了篆刻藝術在香港的未來發展。

■採訪、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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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藝術品收購重洋輕本土

文化評論家、油畫家林鳴崗認為香港官
方推動的藝術品收購，忽略本土藝術家，
也輕視傳統藝術。他表示，西九文化區的
「現當代」定位，是個誤區。現當代原本
是時間的定義，不是藝術文化的定義。他
認為西九文化區沒有華人的話語權是重大
的失誤。而且，「現當代」絕對不能與傳
統隔離，而應該連接。西九應該以收藏香
港人作品為主。書法、水彩、國畫、油
畫、篆刻、雕塑等都應當在西九有一個平
台和空間，且應是主要的空間。西九應該
全面展現香港人近代的藝術面貌。林鳴崗
說，我們到巴黎要看巴黎人的藝術，到香
港當然要看香港人的藝術。其中篆刻更是
香港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的獨特財富。所
以，香港應該扶持香港人的藝術家，也包
括傳統藝術家。

篆刻冷落無印象

■ 本港許多傳統藝術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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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藏品買價 貴本土數十倍

林鳴崗透露，官方的藝術品收購，以
1500 萬買日本人的 5 件裝置作品；以 1.8
億買瑞士人的 47 件藏品，均價 388 萬，
實在浪費納稅人的金錢。林鳴崗表示，
根據近 2 年的記錄，香港政府買了 100
件香港本地藝術家的藝術品，花了 450
萬，均價只有4.5萬。
所以，林鳴崗建議香港政府成立文化
局、美術學院，或者設立文化藝術研究
院，培養專門的人才，扎扎實實地做好文
化基礎建設。同時，聽取廣大香港本土藝
術家的意見。包括西九在內，藝術場館是
百年大計、是傳承中國藝術傳統的地方，
也是展現傳統文化智慧的寶庫。傳統藝
術，應該在其中佔據重要的位置，今後再
有以公帑收購藝術品的計劃，應該更加重
視本地藝術家和傳統藝術門類。

■在藝術發展局資助下出版的區大為篆
刻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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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經驗可比照
稅制優待藝術家
藝術品交易是藝術家收入的重要來源，也是激發
藝術家持續創作的重要動力之一。在採訪中，區大
為提出政府應在稅制方面給予包括篆刻在內的藝術
家更多優待，而這在世界上也是有前例可循。西歐
藝術文化蓬勃發展的法國，便是一個具體的實例。
藝術品交易所得，是否應該納入到財產徵稅範圍
中，在各國各地區有不同的經驗。就法國而言，為了
維持藝術的發展以及確保藝術行業的永續經營，一直
都是將藝術品徵稅排除在財產徵稅範圍之外，以此確
保藝術家、畫廊、拍賣行、收藏家、博物館構成的藝
術產業鏈條能夠健康運作。首先，法國政府為尊重藝
術起見，將藝術家的創作與交易定位為「非商業性盈
利」，以區別於一般意義上的商品交易；其次，藝術
品買賣所涉及到的個人所得、交易增值、進出口增值
三方面稅收，官方採取減免和扶持政策。
上述做法已經成為了法國為推動和鼓勵藝術發展
才實施的常態化措施。即便是 2012 年法國政府遭遇
財政危機，雖然曾有人考慮是否對價值5 萬歐元以上
的藝術品徵收財產稅，但是遭到藝術界的群起反
對，最後未能實施。
一些文化學者和業界認為，香港的藝術品交易市
場極為繁榮，若能夠將這種繁榮與藝術家的創作直
接掛鈎，政府在財政儲備盈餘的情形下，於稅收領
域參照法國的經驗，給予藝術品買賣相應的優惠，
則比資金扶持更加具有實際效用。

年出生
區大為是香港著名的篆刻家。1947
的他，從事篆刻藝術已歷半個世紀。談

及本港目前的篆刻藝術發展現狀和前景，區
大為向記者表示，提升民眾對篆刻藝術的認
識和啓蒙，能夠有更多的配套措施激勵民眾
對篆刻藝術品的欣賞和買賣，是篆刻藝術持
續發展的關鍵因素。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官
方政策的配合。

望西九「洋當家」欣賞篆刻
為了推動本地藝術的發展，香港出現了西
九文化區，此後政府又專門撥款 5000 萬用以
收購本地藝術家的作品。不過，這樣的「藝
術派糖」措施，對篆刻這樣的傳統藝術而
言，似乎並沒有起到特別明顯的推動作用，
其邊緣情形未有改觀。就受資助部分而言，
區大為告訴記者，自己一共出版過十本作品
集，其中由藝術發展局資助的有四本，三本
涉及到篆刻。不過，在藝術品收購部分，區
大為作為本港知名的篆刻家，則似乎並未受
到政府應有的重視。
香港政府下轄的香港藝術館曾經在上世紀
90 年代末期收購過區大為的篆刻作品，但收
購的只是印鈐，即印章印出的圖案。不知
基 於 何 種 原 因 ， 政 府 並未 收 購 篆 刻 作
品——即篆刻印章本身。這一做法頗令人
費解。一些文化學者認為，篆刻藝術的美
感是整體的，印章本身就融會了刀工、書
法和繪畫等不同藝術，所以僅僅將印鈐收
購，而不收購印章石本身，其實在某種程
度上輕怠了篆刻家作品的藝術價值。至於政
府在 2013 年推行的 5,000 萬港幣收購計劃，更
是與區大為的篆刻作品無緣。
另一邊廂，西九文化區曾以接受捐贈和購
買的方式，以公帑斥資過億元港幣購買外國
文化人士持有的藝術品。但身為傳統藝術家
的區大為則不能分享這一文化盛事帶來的
「紅利」。區大為告訴記者，西九方面從未
找過他，而他自己經過觀察之後也發現，整
個西九的藝術佈局是偏向於西方藝術和現當
代的。區大為坦言，這樣的藝術佈局之下，
中國傳統藝術作品例如書法和國畫，在西九
整體的藝術作品中，比例已將相當之少，遑
論篆刻。除此之外，針對西九文化項目由外
國人主導的情形，區大為也無奈地表示，期
待異國之人能夠真正地欣賞到篆刻，或許是
一種奢望。

「雙倍場租」抑制交易空間
區大為告訴記者，作為中國傳統藝術中的
一個重要門類，香港的篆刻展覽是很少的。
在他的印象中，帶有官方色彩的篆刻作品展
覽，自香港開埠以來，似乎只有三次。第一
次是 1957 年，第二次是 2005 年，第三次則是
2013年。
從區大為的回憶中，記者得知，2005 年和
2013 年的兩次篆刻展覽，都是由油尖區文化
藝術協會主辦的，康文署也一定程度參與其
中，帶有明顯的半官方色彩。不過以 2013 年
的展覽為例，雖是篆刻行業的聯展，匯集香
港老中青三代藝術家的篆刻作品，但參與的
藝術家總數也就在 80 人左右，反襯出香港篆
刻藝術較為邊緣的一個現實。

藝術品交易是藝術家獲得收入的重要來
源。區大為透露，中國內地篆刻藝術發展蓬
勃，即便是最普通的篆刻家，刻字的單價也
是在 3000 元人民幣左右。這一價格遠高過香
港。香港篆刻藝術處境邊緣，但篆刻藝術家
的作品卻並未出現「物以稀為貴」的態勢。
區大為介紹說，本港官方有明確規定，一旦
作者對參展的藝術品進行價格標示，則會收
取雙倍的展覽場租費用。這樣的「雙倍場
租」規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藝術品的交
易，篆刻作品也同樣適用這一規則，使得藝
術家們往往無法當場成交。所以，區大為認
為，在已經極為稀少的篆刻作品展覽中，05
年和 13 年的展覽，其實是不存在交易的純粹
展覽。藝術家要想在展覽現場與心儀展品的
買家講定價錢，也基本不可能。

期待官方多辦展覽廣宣傳
篆刻在香港未來的發展面臨諸多挑戰，
區大為直言，篆刻是一門需要結合書畫、
設計等不同門類的藝術，所以學習難度較
高，一直以來，本港出色的篆刻家便不多，
將來也不會多。
篆刻藝術在香港的邊緣處境，有民間和官
方兩個層面的因素。區大為向記者表示，篆
刻藝術在香港「欲學者多，佳學者少」，即
想學的人不少，但能學有所成的則不多。因
為香港缺乏這一方面的師資。而且，就篆刻
藝術本身而言，香港的很多人在觀念上認為
篆刻需要大力和執刀，心中有戒懼，卻步不
前，致使在數量上學習篆刻的人少於學習書
畫的人。另一方面，不少人仍未將篆刻視為
是獨立的藝術，認為其是附屬於書畫的一部
份。區大為說，他以往在舉行個人書畫作品
展時，經常將篆刻作品放大擺置於書畫作品
中間，以「強制」參觀者欣賞篆刻藝術，意
識到這是一門獨立的藝術。
而在官方層面上，區大為提及，除了前
述的場租、藝術品收購問題之外，篆刻藝
術品的展覽對整個篆刻藝術的發展至關重
要。但香港關於篆刻藝術方面的展覽、哪
怕是前人的經典作品展，都非常少。這方
面比澳門要欠缺不少。澳門藝術博物館便
透過與內地合作，舉辦過吳昌碩、齊白石
的篆刻作品展，反響巨大。若香港也能如
此，則一方面可加深市民對篆刻的認識，
同時也開闊業界的眼界。
至於最受注目的藝術扶持方面，區大為建言，
要推動包括篆刻在內的藝術發
展，政府可比照外國經驗，在
藝術品買賣上，可以給予稅
收方面的減免。對買家而
言，購買藝術品可以比
照慈善捐款而減免繳
稅額，以增加購買
力；對於賣家即藝
術家而言，藝術
品交易所得和一
般個人所得區別
對待，增強藝術
家的創作慾，這
些都是值得借鑒
和參考的做法。

區大為香港著名篆刻家

「篆刻藝術融匯設
計與書畫，
計與書畫
，難度極
高，所以過去與將
來都不會有太多出
色的人才。」
色的人才
。」

■區大為的篆刻藝術品
區大為的篆刻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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