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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自創刊以來得到了廣大讀者的
歡迎和支持，現徇眾要求特闢「釋疑
解難」專欄，如讀者收藏的古瓷藝術
品有何疑難，可將物件拍攝成圖片電

郵至：stfung@wenweipo.com，我們將有專
家作解答，敬請垂注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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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黃先生：
認真觀察了你的鼻煙壺，發現壺

身上以粉彩畫的人物，其彩已不
對，沒有晚清的味

道。底釉所用的是科學調校的
青釉。字體珊瑚紅飄浮，不是
晚清或民國時代的用料，全是
現代的用科，並且是普通、低
級的用料。因此鑒定整個壺是
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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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傢具明式傢具 簡約凝練簡約凝練 中華瑰寶中華瑰寶
近年來，許多經濟學家紛紛出言

表示藝術品市場行情將走軟，然而
市況卻非常弔詭，在好多人都抱怨
生意慘淡難做的叫苦聲中，偏偏本
港兩家大拍在今年春拍屢創天價，
拍賣結果勝過預期。蘇富比春拍錄
得合計31億（港元，下同），較去
年同期攀升17%的佳績。香港佳士
得春拍成績同樣不俗，舉槌6天，
成交金額高達28億。
香港春拍剛放下帷幕，歐洲巴黎

那邊又傳出好消息，6月份的巴黎
熱熱鬧鬧地舉辦了亞洲藝術品拍賣
周，吸引了全球收藏家。
巴黎蘇富比舉行的首場「亞洲藝

術」拍賣會於6月23日完美落槌，
此次專拍彙集中國及喜瑪拉雅銅佛
像、瓷器、玉器、漆器、景泰藍，
共斬獲11億1千3百多萬。
其中「清雍正粉彩梅

竹靈芝紋碗《大清雍正
年制》款」以逾844萬
奪魁器物榜首。據到現
場參與拍賣的本港行家
透露，這雍正粉彩碗在
口沿上有一道沖裂
痕直抵碗的底部，
真的令人慨嘆，殘
裂品仍可拍出高
價，可見市場的承
接力並非如坊間的
那樣擔憂。
另外巴黎蘇富

比該場精品大多
數溢價成交，其中用作圖
錄封面的拍品「清乾隆藍地描金銀福壽三
多雙龍耳扁瓶」以516萬多高價成交。 還

有一批來自20世紀初
法國及歐洲私人舊藏的
中國古代及近代書畫，
當中包括一幅《湘江春
意圖》精美手卷以700
多萬高價成交。另一件
「趙孟頫《歸去來
辭》水墨紙本十開
冊 」以近13萬起拍，
最終1,027多萬落槌，
加佣金以1,235萬多奪
魁全場。
蘇富比巴黎拍賣會的

其他高價成交還有許多，如：明鎏金銅普賢
菩薩坐像、康熙青花團花鋸齒紋搖鈴尊、乾
隆仿定窯白釉雕饕餮紋三足爐、清19世紀青
玉釋迦牟尼坐像連鎏金銅須彌座嵌寶背光、
乾隆藍地描金銀福壽三多雙龍耳扁瓶等等。
佳士得於巴黎亞洲藝術舉行兩場精彩拍

賣，為廣大藏家準備了 439 件精彩拍品。
首場推出一系列東南亞地區傑出佛教題材
拍品。 6月22日全天的第二場拍賣則帶來
一系列高品質日本藝術品及中國瓷器、書
畫、玉器、傢具、銅器、佛像等優秀拍
品。其中包括一批來自法國私人藏家的明清
扇面及現代書畫精選。尤其值得一提的拍品
是一件精美絕倫的，來源於歐洲藏家舊藏的
六字篆書款清乾隆青花八寶蓮紋賁巴壺，成
交360多萬。還是來源於法國私人珍藏的清
乾隆剔紅海水龍紋香几一對，成交價330
萬。來源於法國貴族私人珍藏，由現藏家
曾祖父購
自19世紀
未至20世
紀初的清
乾隆緙絲
觀音坐像
唐卡，落
槌 逾 141
萬高價。
來源於英國重要珍藏的清乾隆掐絲琺瑯通景
紋琮式瓶，成交近135萬。同樣來源於法國
私人珍藏的清乾隆青花三多紋梅瓶，錄得近
125萬的成交。本場拍品大多來源有序，聚
集眾多歐洲私人珍藏，充分呈現各類卓越中
國藝術之精髓。
不少人擔心古玩藝術品市場人氣縮減，

不過結果倒是出乎意料
的好，今年春拍，香
港、巴黎拍賣場內仍坐
滿了不少急於喊價的中
國內地買家。買家賣家
都希望在不久的秋拍場
上，將再現競投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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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日本東京中央秋季拍賣，將於8月30日至9月
4 日假東京圓頂飯店璞利斯姆大廳舉槌。
是次東京中央秋拍共推出：築心中丘壑（古代書

畫）、讀近世流風（近現代書畫）、聞古紙馨香（古藉
善本）、寫遊園情懷（文房四譜）、融古今
臻物（古玩珍藏）、一期一會．聽茶聞香
（茶道專場）、沐東瀛珠光（中央珠寶專場）
等七個場次。
築心中丘壑（古代書畫）專場，有元代吳

仲圭的《山水真跡冊頁》、明代仇英與文
徵明合製的《趙飛燕外傳》長卷、呂紀
《春溪聚禽圖》，以及錢杜、戴熙、華冠
等宋元明畫家的作品。讀近世流風（近現代
書畫）專場有張廷濟、吳昌碩、齊白石、徐
悲鴻、吳湖帆、羅振玉、翁同和、鄭孝胥
等人的書畫精品。融古今臻物（古玩珍藏）
專場推出的「雍正粉青釉刻如意紋碗」、

「雍正粉青釉三羊尊」、「乾隆仿官釉貫耳六方
瓶」、「明弘治青花雲龍紋盤」、「雍正窯變釉石榴
尊」、「乾隆藍地黃釉雲龍紋盤」、「乾隆御製青花
纏枝蓮紋賞瓶」、「乾隆青花五彩龍鳳紋碗一對」、
「嘉慶孔雀綠地粉彩描金纏枝花卉紋瓶」、「清中期
白玉雕獅鈕雙環耳饕餮紋四足
香爐」、「乾隆御製透雕福壽
紋紫檀長几案一對」等等均為
宮廷的御用、御製品，難得集
成專場同時拍賣。至於其他
場次，同樣琳瑯滿目值得關
注。
日本東京中央秋季拍賣海

外預展正籌劃進行中，有
興趣讀者請隨時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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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中央秋拍下月杪舉槌

■雍正窯變釉石榴尊
■乾隆仿官釉
貫耳六方瓶

■雍正粉彩
梅竹靈芝紋碗

■乾隆藍地描金銀福壽
三多雙龍耳扁瓶

■康熙青花團花
鋸齒紋搖鈴尊

■乾隆青花
八寶蓮紋賁巴壺

■乾隆青花
三多紋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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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廳內坐無虛席

今年的香港國際古玩展空前成功，八十家參
展商各自推出精彩的中外傳統藝術珍品，四天
展期吸引了萬名入場人士參觀和選購，之外，
主辦方在展覽期間還專門推出四場內容豐富的
講座。5月29日中午的「從實踐中探討明式傢
具」專題講座開講前就名額爆滿，專設的演講
廳臨時再加位仍不敷需求，遲來者只好佇立於
場外。聽眾有收藏家、行家，以及近年來一眾
對傳統傢具感興趣的新晉年輕人士，據悉有部
分聽眾在講座完畢後即到市場上去搜尋心頭
好，真可謂立竿見影。 圖、文：劉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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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剔紅海水
龍紋香几一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雪婷

■圖1

■圖5

坊間流通講
法的傳統

傢具，其實就
是 指 明 式 傢

俬。明式傢具如何廣受民眾歡迎，大家回顧一下近年來
出現在各拍賣場上的明式傢具拍賣新聞就可見一斑。

四張黃花梨圈椅 拍得近千萬美元
去年蘇富比秋拍，「攻玉山房」明式傢具專場白手套成

交，錄得破記錄的驕人成績。也是去年，紐約佳士得春
拍，安思遠私人珍藏的一套四張明代黃花梨圈椅拍出968.5
萬美元天價。明式傢具不單國人喜愛，其獨特的美感影響
了整個世界，特別在歐美對明式傢具情有獨鍾者不乏其
人。近十來年，隨着經濟的崛起，國人對老祖宗遺留的輝
煌文化更是抱着極為熾熱的激情，上面提及的安思遠四張
明代黃花梨圈椅，就是讓一位內地藏家以天價收歸囊中。
明式傢具究竟有何魔力，如此吸引世人，受到青睞呢？

具深厚文化內涵 華夏古文明之光
首先，明式傢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使其衍生出優雅

的線條、簡潔的風韻、高超工藝和獨具匠心的設計。明
式傢具有流水般形制的自然風格，簡約優雅的線條有種
空靈的感覺，是內心永恆和諧與寧靜的代表，具備自然
與和諧的永恆之美。
其次，明式傢具是古典傢具的美學高峰，它得益於優

秀的設計和優質的木材。尤其是黃花梨木材獨特的特
性，使藝術家能夠雕刻優美的線條。明式傢具內斂而優
雅，尊崇的價值觀是堅韌、純潔，厭惡炫耀。明式傢具
還表現出的美學超越時空、文化和世代的特性。正因為
如此，明式傢具才永遠是那麼經典。也正
是由於這一原因，明式傢具這一藝術奇葩
才能長盛不衰。
再有，明式傢具在結構上借鑒的大型木

結構建築物，靠合理的榫卯連接，把優美
的外觀造型與傳統木結構的力學
平衡原理融為一體，開創了傢具
的榫卯製作，絕對是中國傢具製
造傳統上獨一無二的創舉。
其四，明代經濟貿易的發

展，允許進口珍貴的硬木用作
傢具製造。進口的木材一般為
黃花梨、紫檀，質地堅硬富彈
性，橫斷面偏小，造型亦因此
顯得線型簡練、挺拔、輕巧，
形體的收分起伏和線腳變化可
達至不虛飾、不誇耀，方正規
整。傢具外部也無需太多的髹漆，僅擦透明蠟質以充
分顯示木質的天然美感。
更有， 欣賞每一種藝術形式，都不應遺忘它的創造

者，傢具和其他形式的藝術品一樣，有前代文化的承
傳。明熹宗天啟皇帝的木工手藝和憑藉這種手藝而確立
的明式傢具，最大地釋放了木質的光華。帝皇的倡導並
身體力行運斧拉鋸親自製作，使明式傢具確立為一個主
要的藝術領域，成為中國藝術傳統的一個重要部分。

明式傢具收藏家 要作如何分辨呢

對明式傢具有興趣的收藏家，如何
分辨明式傢具呢？
明式傢具有廣義和狹義的理

解。廣義的理解不僅包括凡是
製造於明代的傢
具，也不論一般木
製的，民間用的，
抑或用貴重木材精
雕細刻的，還有近
現代的製品，只要
有明式風格的，均
可稱為明式傢具。
狹義的理解，就是
從明代嘉靖、萬曆
年到清康熙、雍正
（1522一1735年）這近兩百年的製品，方可稱為明
式傢具，到乾隆年間的出品就不劃入這個範圍了。
本期先以「椅子」為例作解釋，讓讀者形象

直觀地認識明式傢具，以及其後的發展。明式
傢具隨着時間的推移，社會的演變，傢具的觀
賞面都會出現變化。所以我們可以通過明式傢

具的微妙變化和氣韻來判斷它們的年份。本文也專門轉
載了一幅明代崇禎年間出版的《金瓶梅》插圖，圖內就
刻畫有多張明式官帽椅。
如（圖1）是去年紐約亞洲藝術周秋拍的四張黃花梨四

出頭官帽椅的其中一張，屬於典型的明式傢具，其法度
嚴謹，看似做工簡單，雕飾無多，但頗具匠心，線條優
雅，造型簡練明快，彎曲中見端正，樸素中顯大氣，比
例堂皇，是絕無僅有的珍品。

這一套四把四出頭官帽椅，
歷經數百年，我們至今還有機
會看到那麼完美的明式傢具，
讀者不禁要問：為何明式傢具
形式簡單卻耐用呢？第一，榫
卯，從宋代開始，傢
具榫卯結構借鑒了建
築裡的木結構的榫卯
經驗，到明代已經發
展到頂峰時期。第
二，不得不說黃花梨
的材質問題，除了紋
理漂亮外，它的硬度
和韌度都非常好。第
三，力學方面，雖然
明式傢具非常簡練，
它的每一條料，每一
榫卯都做到力學上的完美結合。
清朝前期的傢具可分為三類：
其一如（圖2），是沿用明式規矩、材料、造型、結

構、款式都沒有變化，以至現在也不容易判斷其確切年代
屬明或屬清，但椅的內中一定有部分清初的製品，只不過
時下人無法去區分。
其二是形制上仍有明式大貌，但某些構件，局部工藝手法
出現清式的變化，如（圖3），整椅造型還是明式四出
官帽椅，牙板也沒變化，但時尚的加入裝飾手法就出
現清式的變化，最突出就表現在背板上，背板邊上飾
有牙花，背板分三倉，上倉刻有文字圖案（常雕福、
祿、壽等文字），中倉鑲嵌影木，下倉壼門開窗。扶
手的豬尾巴也有花式裝飾。
其三是造型和裝飾上同明式已有明顯的區別和變

異，因而不能稱為明式傢具，如（圖4），是乾隆年
代的紫檀椅，造型脫離明式傢具特徵，線條不流暢，
裝飾繁複堆砌，腳踏梯橫同一高度，已沒一點明式傢
具的風格韻味，與線條優美已相去甚遠。另外，使用
時坐靠也都不大舒服。
在此，還有必要向讀者介紹一些廣東裝椅子（圖

5）特點，廣東裝椅子是乾隆或清代以後的出品，不算
明式傢具。廣東裝的特點：
一、搭腦與椅腳接觸部分是
呈45度角，已經不是明式的
煙斗榫。二、座面必定是板
面，不再是席面。三、牙板
只是上邊有，如常講的有上
無下，而明式的是刀子牙或
則牙板直到腳橫上。

還將分門作介紹
敬希眾讀者垂注
本期因版面關係，暫先評

述以上幾把椅子，今後還將
一一介紹「羅漢床」、
「枱」、「案」、「櫃」等
明式傢具，敬請垂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雪婷

■圖3

■圖4

■圖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