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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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shichu@yahoo.com.hk，

我們將有專家作解答，敬請垂注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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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陳先生：
你開始傳來僅有一張圖

片，我的答覆是：看圖
片，這支大瓶，應該是同

治年間民窯產品，如有更多圖片的
話，會看得更準確些。之後，經編
輯又收到你這支大瓶的另外不同角
度的三張圖，細緻審視下，得到進
一步的確實，就是同治民窯產品。

翟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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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肆虐，現在的第二
波已席捲歐美地區，疫情日益
嚴峻，愈來愈多國家鎖國封
城，旅遊禁令亦進一步擴展。

如此情形下，國際拍賣龍頭企業之一的佳
士得，實行一系列的緊急措施，並依照世
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將近期拍賣日程進行調
整，押後5月的紐約與日內瓦的兩個大型
拍賣周。
需要延期的上述兩個重要拍賣周，分別

為日內瓦「雅逸精品周」 以及紐約「20
世紀周」。前者主打鐘表、珠寶、名酒等
奢侈品，後者則屬於「印象派及現代藝
術」與「戰後及當代藝術」兩大範疇。值
得留意的是，由於疫情關係，佳士得把倫
敦的同類拍賣專場，遷往紐約「20世紀
周」合併上演。佳士得有高層指出，是次
特別安排令收藏家和賣家能集中並專注於
同一個地方（紐約），客戶都感到滿意。
至於業界及買家都關心的2020年上半

年佳士得另一重頭戲—香港春季拍賣，
則如期於5月30日至6月3日，假香港會
議中心舉槌。
據悉，香港佳士得如期舉辦的今年春季

拍賣，精彩拍品不減以往歷屆。中國書畫
方面，匯聚全球顯赫珍藏，每件精品均具
有歷史、美學和文化意義，如清代王翬的
《江山無盡圖》以及明代陳淳的《池塘秋
色》，這兩件精品均出自香港大收藏家金
匱室陳仁濤的珍藏。另外還不乏大眾耳熟
能詳的古代藝壇翹楚及現代藝術先鋒的經
典鉅作，包括藍瑛、齊白石、張大千、蔣
兆和、吳冠中及李華一等的作品。
20世紀及當代藝術方面，將呈獻一系

列來自全球各地的現代及當代藝術家作
品。當中包括傑哈德．李希特、常玉和趙無極等大
師傑作，以及劉野、安迪．沃荷以及尚．史考利的
重要作品。國際頂尖藝術家的世界級鉅作，勢必吸
引全球最具慧眼的藏家目光。
香港佳士得今年春拍的壓軸鉅獻，當然是6月3日

的中國瓷器及藝術品拍賣。屆時將呈獻一系列專題
拍賣，帶來市場上最精緻多樣的頂尖臻品。上拍的
精品均來源有緒，包括文人古玩、佛教藝術等，以
饗當今藏家的獨到慧眼與多元品味。
目前，佳士得香港辦事處已恢復正常上班時間，

北京及上海辦事處仍持續維持辦公人員輪替，其餘
則居家遠距工作。首爾、東京、曼谷及雅加達辦事
處，都有相應的服務措施。佳士得香港春拍將如期
舉行，大眾都樂觀其成，如有進一步的消息，我們
再為讀者作報道。

請掃描二維碼登錄「THE VALUE」微信公眾
平台，獲取及查看藝術品市場最新動向報道、藝
術品拍賣圖錄，以及古董教學資料等有關資訊。

本港翟氏投資有限公司是「國際古玩展」主辦機
構，公司負責人、香港藝術品商會會長、資深古

玩經紀人收藏家翟健民，近日接受了記者的採訪，表達
了他對當前環境的一些看法。

兩項最新抗疫規例 特區政府近日頒發
香港截至本月25日的過去一周，新增新冠肺炎確診

個案202人，增幅近一倍。另外，本月的27日，新增65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創單日新高，累積確診個案增至
518宗。65宗新增確診個案中，24宗無外遊記錄。特首
林鄭月娥率一眾政府官員於當日下午在政府總部舉行記
者招待會，面對過去一周確診個案飆升等的嚴峻局面，
特首在記招上公佈了特區政府行政會議通過的兩項最新
抗疫規例：
首先，3月29日凌晨零時起，公眾聚集不得超過4

人，工作場所除外，紅白二事等12項豁免，違者犯法。
其次，3月28日傍晚6時起，關閉6類娛樂場所，包括
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遊樂場所（桌球室、保
齡球場、溜冰場）、公眾娛樂場所（電影院）、供租用
舉行社交聚會的場所（派對房間）等。以上兩項規例暫
實施14日。
翟健民認為，新冠肺炎傳播力強，威脅非同小可，政

府的兩項最新抗疫規定是及時、有效的應對措施，全港
市民應該正面的回應、支持以及嚴格的遵守。他指出，
據悉，近期本地確診人士中，有部分並無外遊記錄，相
信跟不經意近距離接觸有關，故此一時未能找到感染源
頭而難以有效防範，市民不能麻痺鬆懈，掉以輕心，要
減少聚集及保持社交距離，防患於未然。

利用網上優勢學習 吸收資訊充實自我
每年的「國際古玩展」都是中華藝術瑰寶集散的大聚

會，幾日展期雲集一眾參展商，吸引眾多的入場人士光
臨展場。當前，應該清醒認識到部分新冠患者並無明顯
病徵，但攜帶病毒量一樣高，這類「隱形病人」播疫風
險更大。他認為：「潛伏傳播，交叉感染在波譎雲詭的
目前情勢下，難免出現疫情的爆發。政府的規例雖然只
作暫行實施14日，大家都心中有數，新型肺炎病毒不會
一時三刻就乖乖消失，古玩展的押後安排是明智的，是
作為市民一員對政府的配合與支持，是對關心展覽的人
士的負責任態度和關愛表示。」
自農曆新年前夕，疫症陡然嚴峻以來，官民都採取了

一定的措施，盡量自覺留在家中減少拋頭露面，少作無

謂交際。居家禁足，過去的人稱為
坐困愁城，做成困居者一籌莫展，極
度憂愁、煩惱。翟健民指出：「如今科
技發達，資訊豐富，雖足不出戶，只需一
機在手，或手敲鍵盤就可以全天候上網，完全用不着憂
愁煩惱。不過上網，並非是消極地在打發宅家日子，消
磨時光，而是應好好利用這段時間，利用網上的優勢，
靜下心來，好好吸收資訊，學習充實自己。疫情，雖是
一場災難，更考驗每一個人，大家同樣受到影響，自強
的人士能做到化被動為主動，變不利為有利。」

聯袂合作網路平台 講授陶瓷藝術知識
翟健民接着作介紹，有一段時間了，他錄製的講解古

陶瓷視頻上載到「抖音」，並與「今日頭條」網絡平台
合作，製作了系列的節目，為愛好中國古玩藝術品、特
別是熱心華夏古代陶瓷藝術的網友講授相關的知識。
近年，抖音、今日頭條在內地爆紅，深受年輕人的喜

愛。約兩年前，抖音在全球每月活躍用戶達5億，在內
地每日活躍用戶達1.5億，而在2018年上半年更成為蘋
果App Store上下載量最多的應用程式，估計下載量達
到1.04億。
有網友將各自錄製的視頻上載到上述平台，這些視頻

一經發佈便開始在網上流傳，引來無數用戶的點閱，而
平台上推薦的一些有趣且實用的文化知識、生活技巧和
生活方式都受到青睞及漸漸走紅。
他強調：「我們製作視頻的宗旨，目的是揭示古代藝

術品的歷史淵源、製作工藝、時代背景等文化內涵，是
向網民普及中華文明知識，相信能為當前宅家的朋友提
供高質素的精神食糧。另外，在視頻內絕不從物品的價
格去作陳述，免得迎合部分世俗的要求。」

視頻清晰簡約明了 受眾定必獲益良多
翟健民還同時安排記者從旁觀看他為今日頭條攝製的

幾輯錄影，每輯時間控制在5
分鐘左右，他手執實物陳述清
晰，明了簡約，不拖沓累贅。
鏡頭下短短幾分鐘，一物一
議，猶如一節精彩課堂的濃縮
版，受眾必獲益良多。
第一個視頻，是本港私人收藏
的《南宋吉州窯海浪紋梅瓶》，

吉州窯出自江西省的永和
鎮，吉州窯器皿多作茶具
和文房雅器，做梅瓶是十分罕見，目前存世
的相似者，美國克利富林博物館藏有一支，
未聞另有館藏，至於私人藏家或許有收藏，
但未見公開。吉州窯做梅瓶已屬少有，瓶身
上滿工紋飾為海水紋更是少中又少，海水翻起

洶湧浪濤，立體感強攝人心魄，海浪連綿不斷推人
前進。在技術層面，這支梅瓶胎有點鬆，與當地的瓷土
有關，另外，此梅瓶是一次燒成。
第二個視頻《明弘治眼鏡龍盤》，眼鏡龍盤內外刻劃

有三條素胎龍，均生動、有力、栩栩如生。製作時，在
拉坯後於半乾濕狀態先將眼鏡龍雕刻成形，然後又在周
邊空間淺淺刻出海水紋，上釉後再將眼鏡龍身上的釉刮
起，添筆描繪，最後入爐高溫燒製。出爐後，但見這眼
鏡龍盤泛粉青的悠和白釉，滋潤悅目，均勻明淨，盤的
內外沒有一絲一毫的縮釉，以及微細黑點，翟健民總結
評分，如此純淨加刻劃精良，可以達到100分滿分。
第三個視頻，是錄製《明嘉靖紅地描金內青花碗》。

翟健民在講解這碗時，他又擺上其私人收藏的、同一類
型但型制細小一級的另一小碗，兩碗同時出現就好似一
奶同胞的兩親兄弟。嘉靖紅地描金內青花碗多藏於日本
的皇家和高級廟宇，在展覽中常見其芳容，而現在內地
很少發現。紅地描金工藝，日本稱為「金蘭手」赤繪，
與嘉靖同時代的日本皇族對此情有獨鍾，
一直延續至今。紅地描金艷麗不俗，火
紅吉祥，內繪青花，在視覺上形成冷
暖色強烈對比，奪目絢爛。翟健民又
提醒，紅地上的描金，是低溫燒
成，其他瓷器亦一樣，上手時凡
有金的都不要觸摸，避免描
金的脫落。
系列的錄影，還有江西瓷

業公司出品的對杯等，不
日內將在今日頭條的網站
上出街，讀者可隨意點
閱，在此不贅。

蘇富比紐約亞洲藝術周
延至6月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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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青銅錯金銀
嵌琉璃乳釘紋方壺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關係，蘇富比決定把
「紐約亞洲藝術周」的春季拍賣押後至6
月。不過相關的精選拍品，日前已安排在
紐約率先向公眾作預展展示。

預展當中，一支將在6月份紐約亞洲藝術周「中國
藝術珍品」專場上拍的乾隆年製「青花釉裡紅賞
瓶」，備受關注。這支賞瓶高39.8cm，撇口、細頸、
圓腹、圈足，六字「大清乾隆年製」款。這支賞瓶，

青花釉裡紅與纏枝蓮配搭，青花發色鮮亮而帶暈散，紋飾中有黑褐斑，明顯
是倣傚明朝宣德的青花風格，應是人為重筆點染而成。釉裡紅以淡繪手法表
現，深淺與青花互相補足。此賞瓶非常罕見，此外的公私收藏，僅有一宗近
例，即西藏博物館所藏的「乾隆青花釉裡紅纏枝蓮紋賞瓶」，兩器俱是乾隆
朝的賞瓶，從紋飾配搭到尺寸都幾近一致。此賞瓶估價120萬-200萬港元。
據有關介紹，該「中國藝術珍品」專場拍賣將推出超過250件中國藝術珍

品，涵蓋商代至民國各時期。焦點還包括出自Stoclet舊藏之戰國青銅錯金
銀嵌琉璃乳釘紋方壺、遼銅鎏金大日如來佛坐像、一組出自日本收藏之早
期銅鎏金佛教造像以及出自William Boyce
Thompson收藏的玉雕等。
蘇富比紐約亞洲藝術周其餘的場次，拍品同

樣多姿多彩，包括：「瓊肯—玉」專場的清康
熙 / 雍正 青玉雕仙山童子擺件、「子岡」仿
款清乾隆白玉雕瑞獸擺件。「雅靜清靈—康熙
御瓷私人珍藏」專場的「大清康熙年製」款康
熙釉裡紅綠彩折枝玫瑰紋水盂、「大清康熙年
製」款康熙冬青釉暗花海水龍紋萊菔尊。「印
度、喜瑪拉雅及東南亞藝術品」專場的尼泊爾
9/10世紀 銅鎏金觀音坐像。「博古．亞洲藝
術」專場的清18/ 19世紀銅仿古饕餮紋方鼎式
爐、清18世紀紅釉橄欖瓶、清代木根雕隨形如
意等等。蘇富比紐約亞洲藝術周的上述拍品，
曾參觀預展的人士，都稱讚是上佳精品，提醒
大家值得關注。

■鏡頭留下佳士得香港之前的拍賣
現場，可以見到熱鬧的競投氣氛。

■讀者要求鑒
定的實物圖片

■乾隆青花釉裡
紅纏枝蓮紋賞

「世紀病毒」新冠肺炎已經肆虐兩個多月，造成巨大的人命和財產損失。疫情爆發
後，國人上下一心，以舉國之力同心抗擊，如今內地疫情已經基本受控。中央政府不惜
犧牲一時經濟利益，落實最嚴格的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也為世界抗疫爭取了寶貴時
間、積累了寶貴經驗。有鑒於目前形勢仍然未容樂觀，為了支持落實特區政府的抗疫措
施，香港原定五月份舉辦的「國際古玩展」，將押後舉行。 文：麥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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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錄製高質素視頻作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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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疊內容：副刊 文匯馬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