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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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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
你傳來的一件瓷罐的三幅圖片，經

分析認為，其一，腳底太深了，不
妥；其二，頸部則太

短，也不合常規。因此可以判
定為臆造仿品。 翟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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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要求鑒定的圖片

「國際古玩展」2017年5月26至30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5BC展覽廳舉行 查詢電話：2548 8702 電郵 E-mail：info@chaksinvest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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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古玩展將舉行國際古玩展將舉行 推廣籌備不遺餘力推廣籌備不遺餘力
「香港國際古玩展，今年是第十屆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把古玩展工作做
得越來越好。其實古玩展開辦已有十多
年，這十多年來我們對文化收藏的工作是

盡心盡力的，我們團隊背後的辛酸一直都沒有
停過，目的就是要把古玩展越辦越好！」以上
是香港翟氏投資有限公司主席翟健民在京城宣
傳推廣香港國際古玩展酒會上，面對與會嘉賓
的熱情發言。 文：麥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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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倡導「人與動物和諧共
處和愛護動物」為理念的國
際愛護動物基金會，創立於
1969年，總部設在美國的馬

薩諸塞州。創立之初，是為了制止加拿
大東海岸對白袍琴海豹的大規模殘酷的
商業性獵殺行為。該會運作30多年，已
是全球最大的動物福利組織之一，目前
擁有200多位經驗豐富的活動家、法律
及政治專家、世界著名的科學家，在全
世界13個國家設立了辦公室。
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早於十多年前就
在北京建立了中國辦公室，委派了基金
會的中國代表。香港國際古玩展主辦機
構翟氏投資有限公司主席、本港資深的
古董經紀人翟健民一直以來身體力行，
愛護動物，支持環境保護，同時他也是
一位有廣泛人脈的社會活動人士，翟健
民曾接受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的委任，
擔當該會的2014至2015年度「愛護動
物行動特使」。
近日，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中國辦公
室的有關人士接受了記者的電話訪問。
他透露，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的亞洲代
表和該會的中國代表等共約3至5人，
將應邀參加5月杪舉辦的今年香港國際
古玩展開幕典禮，與主辦機構攜手推動
環保愛護動物工作。
愛護動物環境保護能與古玩拉得上關
係？記者問。該人士指出：「兩者關係
非常密切，因為傳統的古董工藝裝飾品
有相當一部分是以象牙、犀角為原材料
所雕製，因此市場需求甚殷，造成大量
偷獵、濫捕濫殺大象、犀牛而獲取象
牙、犀角，令到非洲象瀕臨滅絕，已到
了嚴重威脅到生熊平衡的嚴峻境地。」
他又認為古玩展是象牙、犀角的主流消
費群體集中的場所，正是一個很好的宣
傳教育平台，也是推廣國際愛護動物基
金會的宗旨，以及宣傳基金會減少商業
利用和野生動物交易理念的一個絕好的
機會，更契合基金會今年的保護大象、
犀牛等瀕危物種的主題。

「除了參與開幕禮，基金會還將帶來今年的
宣傳片在香港國際古玩展的會場上作滾動播
放，螢屏上將出現翟健民支持愛護動物接受採
訪的鏡頭。」該人士表示：「通過這次的好開
端，找到一個好夥伴好平台，國際愛護動物基
金會希望今後與古玩展能長期合作，策劃一些
更能正確引導、提升人們環保意識的精準單項
活動，為愛護動物共同發聲。」
該人士最後還表示，古玩展上必然出現種類
繁多琳瑯滿目的展品，如明清朝代已有的古代
犀角、象牙工藝品，我們會正視、承認其存在
的價值和意義，
也並非一刀切的
反對。只是希望
市場不再容納、
允許有新的偷獵
及破壞環境行
為，要不，最終
的報復會落到人
類自己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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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
香港蘇富
比收槌，
表示本季

春拍已告一段落。前
一段的四個月卻是驚

喜不斷，先是紐約籐田專場收穫了巨大的
驚喜，再到香港蘇富比也錄得不俗業績，
極品創出天價，都說市場正回暖復甦。藉
着紐約和香港的暖風，春拍的下一站倫敦
又期待是一個小高潮。
倫敦蘇富比將於5月10日舉行兩個專場

拍賣。除了瓷雜專場有一部分玉器外，另
有一個來自英國本土藏家的明清玉器專
場，使本季倫敦春拍玉器數量上超過了明
清瓷器，成為第一大門類。明清瓷方面有
一組來自丹麥藏家的德化白瓷很有特色。
雜項方面有20件漆器及其他門類藝術，其
中一件體量碩大的剔紅大盤是這次拍賣的
一大亮點。
這件元末/明初剔紅花卉紋大盤，來源

顯赫，曾屬大維德爵士伉儷舊藏。此盤珍
罕瑰麗，尺寸碩大，雕工上乘，製於中國
雕漆工藝巔峰時期。盤通體飾
十數品種花卉植物，綴綻放
花枝，絲絲互扣，枝葉高低
穿插，三種紋飾層層覆蓋，佈
局精妙，滿飾全器，同時可見紋
飾下黃漆地，如庭院繁花盛放，欣欣
向榮。器底針刻「張成造」款。
倫敦佳士得的春拍，5月9日上

午舉行「中國工藝精品」專
場，將呈獻136件精彩拍品，從
沉香和瑪瑙，以至瓷器與書
畫，涵蓋各類工藝品。拍品亦
跨越多個朝代，從西周工藝品
到20世紀繪畫。本季最為重點

的拍品是一
對珍罕瑰麗
的粉彩花蝶
紋如意耳葫
蘆尊。
這對乾隆

粉彩花蝶紋
如意耳葫蘆
尊，底署「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書款，
屬首次公開拍賣。本拍品為蒜頭口，頸上
窄下寬，腹碩圓，口、肩連以如意形雙
耳，圈足。裡素白，外通體白釉地上繪形
形色色的花卉舞蝶。每尊造型雅致，紋飾
層次分明。沿瓶口飾礬紅回紋，下繪彩蝶
翩然飛舞於花中，耳飾別樹一幟的彩葉，
頸飾三層花草紋，腹部折枝牡丹、菊花、
牽牛花、玫瑰與翠菊等十二花神爭艷鬥
麗，色彩斑斕奪目，互相輝映，蝴蝶於花
中穿插飛舞，近足處飾蓮瓣紋一周。畫面
靜中寓動，高雅秀麗，是乾隆官窯瓶中不
可多得的精品，更難能可貴的是，兩支尊
成雙成對經歷數百年仍保存至今。
邦瀚斯倫敦本季春拍將有703件精彩拍
品，涵蓋瓷器、玉器、佛像、唐
卡、傢俱、織品等多種門類，其中
有清光緒「琺琅彩蝴蝶紋花盆」，
也有清乾隆「銅胎掐絲琺琅擺件一
對」，皆為焦點拍品。
值得關注更有一尊18世紀銅鎏

金大紅司命主像，這尊司命主紅
色火焰狀髮髻豎起，呲露獠牙，
表情凶憤，極具威懾力。其
身着盔甲，腳蹬高靴，弓
步站立於蓮花座上，生動
寫實。全像刻畫生動飽
滿，鎏金濃郁璀璨，為難得
的造像藝術品。

期望倫敦春拍又掀小高潮

■國際愛護動
物基金會聘請
翟健民為「愛
護動物行動特
使」的委任獎 香港國際古玩展2017將於5月27日至

31日，假港島會議展覽中心5BC展
廳舉行，古玩展主辦方於4月6日晚間在
港島山頂金馬麟山道法國駐香港及澳門總
領事官邸舉行酒會，預祝展覽的成功舉行
及為古玩展於亞洲區內的巡迴推廣活動送
行，以壯行色。

古玩展將更有聲色
以回饋一眾支持者

酒會冠蓋雲集，嘉賓名流相敘甚歡，氣
氛熱烈而和諧。出席者有法國駐香港及澳
門總領事柏海川（Eric Berti）、法國五月
董事會主席阮偉文、古玩展主辦機構香港
翟氏投資有限公司主席翟健民伉儷、執行
董事翟凱東、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廠商
聯合會會長李秀恆、法國著名古董商戴克
成 (Christian Deydier)，以及多個駐港領
事館的負責人、多家海內外機構的要員、
本港業界的資深經營者、收藏界的知名人
士，還有各大小傳媒等近200人。
法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柏海川在酒會

開幕禮上致辭時表示，非常高興看到香港
法閾五月文化節與香港國際古玩展愉快合
作，去年已有了成功的開始，相信今年將
越辦越好。翟健民同時也表示，見到有那
麼多業內業外人士的熱心捧場和積極支
持，堅定了決心，也增強了信心，一定要
把古玩展辦得更有聲有色，以回饋一眾支
持者。

穿梭區內四大都會
加強新知舊雨推廣

酒會結束翌日， 由翟氏執行董事翟凱
東率領的推廣團隊，成員包括戴克成、
Jacques、陳幸妍、劉少瓊等，又馬不停蹄
在亞洲區內各個主要大都會開展巡迴宣傳
推廣活動。第一站是前往台北，接着是上
海、北京及日本等地，力邀新知舊雨同聚
今年古玩展，多溝通多聯繫，互利共贏。
經過一個禮拜的穿梭奔馳，翟凱東表

示，緊湊的宣傳推廣行程，往往朝登飛機
晚開酒會，活動至深夜始回酒店收拾行

裝，草草稍事休息，第二天一早又起飛啟
程了。雖然辛苦但收穫頗大，通過推廣能
夠讓外界進一步認識古玩展這業內矚目的
盛事，也瞭解到是東西方文化與藝術交流
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平台。

在上海半島酒店舉辦的酒會上，翟凱東
致辭調動了眾人的熱情，他講：「自2008
年創立國際古玩展以來，我們的目標一直
都是將最頂尖的古董商聚首一堂，打造一
個臨時博物館，促進文化交流。去年，展
覽再次擴充，並開始邀請西方古玩參展。
我們十分榮幸能夠成為東西方交流的橋
樑，未來亦會繼續肩負這個重任。」

常設專題新增內容
緊貼業界藏家興趣

到每個城市推介今年的香港國際古玩
展，翟凱東都全面介紹了古玩展的常設專
題及本屆新增的內容 ：慈善酒會、古玩
鑑定、專題講座、中國書畫展、日本漆器
展、導賞團、茶道會、世界華人收藏家學
會珍藏展等。
這些內容及新構思緊貼業界及藏家的興

趣和業務，對大家非常吸引。在台北時就
有嘉賓表示，除了本界參展外，明年將多
發動相熟的朋友一起參與，在展場內形成
一個「台灣區」的內部學習交流場所，凝
聚、幫助台灣人。
日本的行家參展歷來受到入場者的追

捧，有相當的優勢，今屆的參展商就達到
七家。在東京的酒會上，古玩展主辦者的
專注用心精神，以及專業的操作更感動了
與會者，即場就有日本的大行家表態，來

年必將送上頂級展品加入盛會。
北京、上海的酒會，參加者同樣非常雀

躍，都期待早日成行蒞港出席展覽，他們
普遍有共識，就是古玩展是一個理想平
台，交流交易買賣雙方均受惠、藏家又能
揀選到心水藏品的好市場。
各城市的酒會還有一大特色，就是嘉賓

都將許多展品送到現場，讓大家先睹為
快，既活潑又互動，使酒會的氣氛增色不
少。來自北京的數家參展商攜帶的古玉，
在中國會的殿堂內熠熠生輝，令人久久不
能忘懷。
翟凱東不忘提及，5月26日晚上古玩展

開幕典禮上的「慈善自助餐晚宴」，他敬
請嘉賓留意，當晚的慈善收益將不扣除成
本悉數撥捐「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基
金」，致力推廣文物保育計劃及公眾教育
項目，共襄善舉，既可行善又可優先鑑賞
選購各式珍品古玩，機會難得。

籌展密鑼緊鼓進行
歡迎同業聯絡加盟

與古玩展宣傳推廣活動同步的籌展工
作，也一刻不停地密鑼緊鼓進行中，並將
延續到古玩展開幕的前後。主辦方表示要
再接再厲，在十多年的辦展經驗和現有基
礎上繼續提高水準，以達致與歐美最鼎盛
的展會看齊，同時歡迎世界各地對中國古
玩及東方藝術品交流有興趣的同業加盟及
加強聯絡。
電話：+852 2548 8702，傳真：+852

2559 8568，電郵：info@chaksinvestment.
com，聯絡人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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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賓在酒會上展示的古玉■翟凱東在上海酒會上致辭

■翟健民與戴克成在北京酒會上親切交流

■場面豪華的上海酒會

■台北酒會上向客人積極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