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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古玩展」一如既往於港島會議展覽中心5BC舉行，展覽由今日至本月
30日免費向公眾開放，自由參觀，與市民在這難得的藝術殿堂裡共同分享
中外頂級的古董文化藝術珍品。具體開放時間為：5月27日至29日（周六
至周一）上午11時正至晚上7時正 ，5月30日（周二）上午11時正至下午
5時正。

開幕嘉賓冠蓋雲集 免費入場與民同樂
昨晚出席古玩展開幕典禮剪綵的嘉賓有：香港翟氏投資有限公司主席翟健
民及執行董事翟凱東，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及博奧生物集團有限
公司總裁程京院士，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亞洲區總代表葛芮，蘇富比亞洲區
行政總裁程壽康，中國當代著名畫家任重，國際著名收藏家張宗憲，法國駐
香港及澳門總領事柏海川，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恆博士、BBS太平
紳士，佳士得亞洲藝術部國際總監石俊生，「法國五月」董事會主席阮偉文
博士，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中國代表何建國，法國國立古董商公會及巴黎古
董雙年展前主席戴克成，香港東華三院主席李毓麟博士、太平紳士，香港東
華三院副主席馬清揚等。
翟健民在開幕典禮上致辭時表示：今日是香港國際古玩展剪綵開幕的大好
日子，在這裡與許多中外新舊朋友歡聚一堂，見到有那麼多業內業外人士的
熱心捧場和積極支持，非常高興也非常感激，更堅定了決心，也增強了信
心，今後一定要把古玩展辦得更有聲有色。同時祝願所有嘉賓、買家選到心
頭好，滿載而歸，賣家盈利超預期，生意興隆。

畫家慈善揮毫助興 愛護動物共同發聲
本屆的古玩展開幕禮及慈善自助餐晚宴加插入兩項特別安排，其一是邀請
京城的中國當代著名書畫家任重先生現場揮毫作畫，以供嘉賓競投，慈善
拍賣。但見任重畫師乘興於展場專設的一張畫案上，展紙凝視，經一翻構思
後嫻熟地着墨揮灑，再敷以淺淡丹青，在眾人的喝彩聲中，一紙《蘇東坡
像》便大功告成。題畫用了蘇東坡的詩句「可以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
使人瘦，每竹使人俗。」
其二，是總部設在美國馬薩諸州、已有30多年歷史的「國際愛護動物基金
會」，除了委派代表參與古玩展的開幕禮，還借古玩展這個難的宣傳教育平
台，推廣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的宗旨，宣傳基金會減少商業利用和野生動物
交易理念，以及基金會今年的保護大象、犀牛等瀕危物種的主題。基金會帶
來的該組織今年宣傳片在古玩展的開幕式及會場上作滾動播放，螢屏上出現
翟健民支持愛護動物接受採訪的鏡頭，正面開展、引導、提升人們環保意
識，為愛護動物共同發聲。

豐富精彩更多元化 古玩藝術品之盛宴
香港國際古玩展自去年與「法國五月」藝術節聯袂，使得展覽更豐富，
更精彩，更具多元化，更吸引海內外的買家賣家，提升了檔次與內涵，使
古玩展有別於外界一般所看到的古董展會，可以說匯集了全球最頂級的古
董商的盛會，也是為入場人士提供了豐盛的古玩藝術品的饕餮盛
宴。更有評論指出，「香港國際古玩展」已成為本港的一
個知名品牌。
今年的古玩展，法國國立古董商公會及巴黎古

董雙年展前主席戴克成再度發揮其影響，邀請到
多家頂級法國及歐洲古董商，包括Vallois、
Bernard Dulon及de Jonckheere等的參展。
由於主辨方的不懈努力，發掘海內外有實力

的展商加盟，以及法國朋友的傾力支持，在
本屆古玩展的殿堂內觸目所及有許許多多超
級重量級的展品，這樣的展品與大型拍賣會
上的封面級拍品相比也毫不遜色。香港國際
古玩展開幕式後，筆者匆匆瀏覽一圈，就欣賞
到無限的精彩。
瓷器向來是各類展覽的重點，包括唐邢窯白釉

獅子、唐三彩雙魚扁壺、唐三彩騎馬俑一對、南宋
龍泉蓮瓣紋碗、南宋龍泉雙龍耳瓶、宋鈞窯天藍釉紅
斑玉壺春瓶、宋龍泉青瓷雙魚紋洗、油滴天目盞與朱漆塗
天目托、明龍泉彌勒佛硯屏、明萬曆五彩葫蘆瓶、明崇禎青花
人物故事大筒瓶、康熙五彩花鳥瓶、康熙黃釉碗、雍正中國外銷
瓷粉彩茶碗及茶托、乾隆鬥彩雞缸筆筒、乾隆琺華彩荷花花卉蓋
罐一對、乾隆青花龍紋印泥盒、清早期琺琅彩大蓮子壺、乾隆青
花竹石芭蕉圖玉壺春瓶、乾隆寶石藍地描金粉彩鏤雕四季花卉
瓶、清19世紀粉彩雕瓷天球瓶一對、18世紀孔雀藍釉雙耳爐、民國「洪憲御
製」粉彩蓋盒一對、19世紀廣彩人物大碗等都是難得的精品。
傳統中國書畫向來是收藏大項：吳昌碩《雙兔圖》立軸、王震《歲朝清供
圖》立軸等展示在中國書畫展內。
高古青銅器及歷代銅器也是琳瑯滿目：商代晚期夔紋斝、東周青銅鐘、戰

國青銅嵌玉舖首一對、西漢早期公元前2世紀錯銀鳥篆文銅壺、商周青銅禮
器一組、唐代青銅佛教禮器一組、宋銅鎏金太少獅竊曲紋三足爐等。
漆器方面有：南宋髹黑梅花盤、清中期剔紅八仙圖花瓶一對、元代屈輪文
「張成造」款香盒、乾隆剔紅祥雲騰龍宮碗配紫檀座。

佛教藝術及佛像近年大受追捧，值得留意的是：14至16世紀西藏及尼泊爾
佛造像一組、17世紀泰國銅坐佛像、宋/元中原木造阿氏多羅漢、尼泊爾
16/17世紀銅鎏金毗濕奴像、17世紀須彌山唐卡、18世紀日本金木大佛。
古玉歷來也是玩家至愛：元代白玉留皮迦樓羅鳥飾件、清紫羅蘭地翡翠人

物象耳蓋瓶、17/18世紀白玉獸。
木器傢具的收藏時下不斷升溫：乾隆御製紫檀高浮雕鏤空雲蝠紋帶托泥

香几一對、乾隆黃花梨長方桌、清烏木及黃楊木嵌銀絲座、清中
期紅木頂箱大四件櫃成對等，極具吸引。

西洋工藝精品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70年代晚期銀公
雞連白水晶底、19世紀三浦竹泉造青磁香薰爐連銀蓋、
15至16世紀頭盔、 FRANCOIS LINKE（1885-1946）
孔雀石花瓶鑲銅鎏金大燭台一對、19世紀初比利時
布魯塞爾麥第奇瓶一對。
隨着茶文化的普及，東瀛的鐵壼已進入一眾愛品
茗的人家：日本明治時期九世中川淨益造草花蟲畫
金象嵌南鐐鐵被湯沸。
琺琅及雜項有廣泛的收藏者，各家展出的：珍奇

天珠、乾隆掐絲琺琅蓮花紋三足爐乾隆18世紀彩繪
英國淑女玻璃畫、17世紀純金鑲紅
寶石髮簪、清中期壽山石羅漢像、清
18世紀竹根圓雕九如筆架、19世紀繡
花鳥掛屏一對、19世紀晚期香港製外銷

龍耳銀盆等，令人流連忘返。

多項展覽學術研討 古玩展內涵更豐富
每一屆的古玩展，參展商及其參展的展品必須

通過評審委員會的嚴格審查，委員會由各個範疇
的國際知名專家組成，每屆本版都有詳盡介紹，

今年因篇幅所限不贅。
據主辦方透露，古玩展期間，展場內同時舉行世界華人
收藏家學會的「吉祥展」、知遠室藏「吳昌碩、王一亭書畫
展」及日本漆器展。古玩展另外還推出一系列學術講座及茶
道等活動，包括有四個不同主題的講座/論壇及書籍分享簽
名會、古玩鑒定、導賞等，具體內容及安排請參照另版的
「展會活動」。各項活動名額有限，有興趣的讀者從速預約
登記，以免向隅，登記請上iaf2017hk@gmail.com，或電聯
（852）2548 8702。

■裝飾美輪美奐的永寶齋展位

■來自京城的任重
畫師即席揮毫為開
幕禮籌善款助興

■翟健民（左二）為東京中央的「知遠室藏吳昌碩．王一亭書畫文物展」剪綵

由本港翟氏投資有限公

司創辦的「香港國際古玩

展」，昨晚假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隆重舉行開幕典禮

及慈善自助餐晚宴。一年一度

的古玩展今年已踏入第十屆，

又借得京城剛圓滿舉行的

「一帶一路」峰會的光

芒， 因此昨晚的開幕儀

式別具特色，氣氛也比往

年來得融洽熱烈，一眾應

邀嘉賓、參展商、海內外傳

媒等800多人，一同見證了

古玩展的隆重揭幕。

文：麥默

■馬清揚（左）接受香港翟氏投資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翟凱東（右）在
開幕禮上籌得善款的支票

■一眾嘉賓在開幕禮上為古玩展剪綵，並祝願展覽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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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嘉賓饒有興趣地在展位上觀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