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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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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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梁女士：
你經編輯交來作鑑定

的小瓷碗，其青瓷釉
色，又似耀州瓷器，又

似龍泉瓷器，但實際上與宋瓷任
何窯口都沒關係。另外，底部修
腳也無宋瓷的味道。可以判定是
一件當代新臆造的產品，連仿古
都沾不上邊。 翟健民

■讀者要求鑒
定的實物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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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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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日新
冠肺炎確診個
案回落到個位
數字，甚至一

再錄得單日無新增確
診個案，顯示防止社
區傳播，香港再一次
化險為夷。但是，目
前鑑於疫情可能出現的反
復，全港官民仍須嚴陣以
待，響應遵守政府最近發出的策略指示，將各項
加強社交距離的措施延續至5月初，同心同德共
同抗疫，正如特首所言「只要大家再多忍耐一
時，定可迎來陽光燦爛的明天。」

永寶齋翟健民支持政府的措施，也關注到少拋
頭露面，少交際居家禁足的人士，特別是有興趣
收藏、欣賞、鑽研古玩藝術品的愛好者的需要，
利用「抖音」「今日頭條」等網上平台，推廣中
華古陶瓷文化及認知鑑別常識。

3月份的本版有刊專文介紹翟健民錄製的系列
視頻；京城的一本引導收藏投資倡導藝術消費
的權威雜誌《中國收藏》，新出版的4月號就
佔用4個整版，從「今日頭條」的《老翟說瓷》
視頻下載內容，輯錄成專題文章，圖文並茂講
解古代龍泉青瓷的知識和鑑賞要領。

已成功推出一輯「龍泉青瓷」專題，翟健
民欲罷不能，近日又錄製了鈞瓷系列。錄製
時記者也應邀在側，既親灸其專業的見解及
有關的掌故趣聞，又對多件難得一見的實物
作近距離觀察，以及上手摩挲。更難得的
是，在攝錄前後和間隙，筆者有關的疑問和
不解，翟健民都直接、清晰的詳細作答。

是個鈞瓷系列，翟健民選取了4件套精品，
器形、釉色、時代、功用各有所不相同，真可
謂各自各精彩。

為首者是一件天青釉宋鈞香爐。鈞窯是宋代
五大名窯之一，釉色方面分天

青、月白、天藍、紫斑等
等；器形又有盆、碟、碗、
瓶等。鈞窯有官鈞和民鈞之
別，官鈞指宮室用器，底部
帶編號。這件天青釉宋鈞香
爐是民鈞，雖然是民鈞，但
有許多特別之處，其一是鈞
窯最好、最不易燒的天青釉

色；其二是典型的宋代鈞窯，比
例均勻、爐腹圓潤、文靜、底部滿釉及短頸翻唇（明顯區
別於金代或以後的長頸小爐）；其三爐體整器完美，無縮
釉及窯裂；其四，此爐碩大，一般常見者口徑僅5-6cm，
有8-9cm的已屬難得，這爐口徑竟達到12cm，高11cm，
十分罕有。鈞窯一直以來地位顯赫，民初時就流行「家有
萬貫，不如鈞瓷一片」，香港的大藏家如果沒擁有一件鈞
窯瓷器，是自覺十分遺憾的。

其次是一件金代的荷葉罐。鈞窯雖器形多樣，但罐子不
常見，更有難能可貴之處，此罐的原配荷葉形盖子經歷近
千年無數劫難仍完整無損。罐身施月白釉帶紫斑，釉未施
至底部，露厚胎，乳濁釉未達到玉質感，這些都是明顯的
金代鈞窯特點。

再有是一對北宋鈞窯天籃釉碗。鈞窯碗分多種形號，這
對碗大小屬於中等的級別。這對碗厚釉，天籃釉色純淨，
高溫燒製時自然流淌有深有淺，與大自然的美感渾然一
體，其精良可以達到100分滿分。這對碗的其中一件，口
沿上仍沾有銀邊氧化後殘留的痕跡，講明當年是曾經鑲包
銀邊的，現在保持原貌是歷史的見證。這一對碗完整傳承
至今實屬難得，不管是私人擁有，抑或在博物舘珍藏，都
是一件於人類文明頗為有幸的事。

最後一件是宋代鈞窯天籃釉羅漢碗。翟健民手握這羅漢
碗，難掩內心的興奮激動，他表示：鈞瓷入爐一色，出窯萬
彩，絢麗多姿，這羅漢碗正有所體現，裏外施滿釉，通體釉
光晶瑩、柔潤如玉。細節部分，碗底修足也一絲不苟，完美
無半分瑕疵。這鈞窯羅漢碗只能用一個「雅」字作高度概
括，其餘不必贅言，可以達致這樣的100分是非常少見的。

是 次 視 頻 錄
製，還有明代五
彩魚藻罐的介
紹，以及多
件網友發來
請求作鑑定
的古陶瓷，
因篇幅安排
而留待今後
再作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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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開春一踏入4月份，海內外的藝術品交易熱潮即一波接一波，一浪高過一浪，捷報
頗傳。是次新冠疫情襲來，令世人措手不及，為各行各業無可避免帶來衝擊。所
幸的是中央政府堅持嚴防死守的策略，用了兩個多月將疫情穩定下來。內地藝
術品市場正慢慢地，有序地復甦，京城的中漢拍賣有限公司日前就成功地舉辦
了本年度的春季拍賣，成績更超乎預期，為社情帶來驚喜，為市場注入信心。

文：麥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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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漢春季拍賣 抗疫斬獲好佳績

正如永寶齋翟健民向記者介紹時所指出
的：「疫情過後，市場將迅速反彈，帶

來百業生意的一次新的興旺。」

山重水復莫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是一村

翟健民又講到，疫情肆虐，攻陷許多人
的心理防線，怨天尤人者有，悲觀失望者也
有，惘然以為「山重水復疑無路」，而京城中
漢拍賣近期的好收獲，從另一角度表達
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正能量，正
面訊息。

北京中漢本季拍賣，是在疫情仍
然飄忽的環境下逆勢而為的，翟健
民表示：「但結果卻是喜出望外，
交出一張令人滿意又振奮的成績
單。拍前不敢奢望，業績保守預測
如果能達到200來萬元（人民幣，
下同）就謝天謝地，已經很滿意的
了，結果四日的槌聲竟然敲出800多
萬元成交，超出預期的3倍，瓷器的
成交率更高達85%。是次中漢的成功
如同一針强心劑，為受疫情影響的市場
衝衝喜。」

成交超出預期三倍
瓷器成交率八成五

北京中漢拍賣有限公司2020年度春
季拍賣於本月的17至20日假京城中漢
藝術空間舉槌。拍賣共推出雜項、彩

瓷、青花、單色釉四個專場，拍品
近兩百件。

雜項專場拍品有：民國
銅刻蘭亭序詩文印泥盒、
民國羊叔子裘帶雍容圖銅
墨盒、清早期竹節形雙耳三
足大銅爐、清早期雙耳三足
銅爐等40件。
彩瓷專場有：清康熙五彩荷

塘花鳥紋鳳尾尊、明中期紅綠
彩花卉洞石紋大盤、清康熙五
彩花鳥紋筆筒、清康熙青花五
彩雲龍紋葵口盤一對、清康熙

鬥彩荷塘鴛鴦紋碗、
清雍正鬥彩雲龍紋

小罐等67件精
美拍品。

青花專場精
品有：明成化至

弘治青花嬰戲圖碗、明青花
庭院仕女琴棋書畫紋罐、明隆
慶青花庭院仕女圖倭角方盤、
明萬曆青花外蓮瓣內纏枝花卉

紋蓮子碗、明嘉靖青花海屋添籌紋福壽葫蘆
瓶等40件。

單色釉專場有：清乾隆爐鈞釉捏塑螭龍
銜芝筆架、清康熙青白釉模印菊瓣紋盖
盒、清乾隆霽紅釉束腰洗，清雍正霽紅釉
下青花山水人物紋太白罐、清早期郎窯紅
釉梅瓶、清中期紅釉膽瓶等共48件精美
拍品。

清仿鈞天藍釉筆筒
多件拍品有好成交

中漢拍賣公司春拍錄得好成交，現借用些許
版面回顧幾件精美的拍品及創下理想的價格：
清中期仿鈞天藍釉紫斑大筆筒。此筆筒高

18.6cm，直徑17.3cm，為清中期仿古文房佳作，造型
周正，胎骨堅緻，器身滿施仿鈞釉，釉色清雅，上有
冰裂紋細小開片，交縱錯落，氣息古雅，為清中期仿
古佳作。這件藍釉筆筒估價2-3萬元，成交達203,400
元。

清雍正仿官釉雙耳爐。此爐為雍正朝仿古文房佳
作，造型精巧典雅，肩飾對稱雙耳，古拙而不失俊
美。器身滿施仿官釉，釉質肥腴，釉面開片縱橫交
織，深得宋瓷雅韻，置於案上，平添一分文房雅趣。

此爐附舊配銀盖、木座，銀盖分為
盖及嵌護爐口沿的銀圈兩部分，極
為講究，頗具巧思，不為多見。拍
前估價28萬-50萬元，成交316,400
元。

明崇禎青花三國「馬躍檀溪」故
事圖蓮子罐。此蓮子罐高15.2cm，
為典型崇禎時期青花佳作，造型周
正，胎質潔白細膩，通體施透明
釉，釉面瑩潤光澤，腹部以青花繪

劉備「馬躍檀溪」故事圖：劉備執鞭騎馬，情急之下
身陷水中，岸上蔡瑁手持兵器，緊
隨其後，人物神態生動，畫面氣
氛緊張激烈。全器構圖疏密有
致，繪畫精細生動，青花色澤鮮
豔，與流雲相配，格外精彩。此
罐估價6-8萬元，成交92,660元。

清康熙漿胎青花漁家樂圖觀音
瓶。瓶高20.8 cm，署「大明成化
年製」六字三行楷書款，該拍品與
故宮博物院藏康熙漿胎青花漁家樂
圖罐相類，為康窯青花少見雅器。
形製秀美，漿胎摶製，胎體輕薄，

釉面略泛牙黃，器身自然開片，追摹宋元古韻。腹部
以青花繪漁家樂圖，漁船臨岸停泊，漁人手持魚竿，
生動傳神，將漁家自在逍遙的神態刻畫得淋灕盡致。
整器青花發色翠藍，具有康熙時期典型特徵。預展時
估價12-15萬元，成交 192,100元。

清康熙五彩花鳥紋筆筒。該筆筒高14.2 cm，為康
熙朝文房佳器，呈直筒形，口底相若，玉璧形底，精
巧端秀。外壁以五彩繪花鳥紋飾，花團錦簇，奇石林
立，枝幹之上一畫眉鳥俯身凝神，其上蝴蝶翩翩，形
態各異。整器描繪細膩，施彩明麗，墨彩雅致宜人，
置於案头，頗添雅韻。拍前估價 1-2 千元，成交
56,500元。

清雍正鬥彩雲龍紋小罐。小罐高7.3 cm，胎體輕
薄，圓潤小巧，盈手可握。器身以鬥彩繪雙龍趕珠
紋，龍形矯健，氣勢威嚴，欲撲火珠，生動傳神。全
器紋飾疏密有致，繪製精妙流，用筆一絲不苟，置
於案頭，頗添逸致。此小罐估價 1-2 萬元，成交
79,100元。

採取電話網上舉牌
有效保障眾人健康

疫情接近拐點，市場亦有望復甦，但是中漢拍賣與
其他大大小小的拍賣公司一樣，對病毒依然未敢鬆
懈，掉以輕心，時刻保持警惕，採取最有效的防範措
施保障眾人健康。拍賣預展依舊開門現場看貨，提示
入場人士自覺維持安全社交距離。拍賣形式則採取電
話或網上舉牌，免使人挨人，大家同擠一堂，然而競
爭熱情不减。

由於防護措施得
當，沒有出現防疫漏
洞，使買家既無
後顅之憂安心競
投心頭好，也使
中漢本季拍
賣順利圓滿
完成，更可
以講是業績
輝煌。

本版3月號，曾以大標題「香港
佳士得春拍將如期5月舉槌」，報
道新冠肺炎肆虐下，佳士得香港春
季拍賣，如期於5月30日至6月3
日，假香港會議中心舉槌。並介紹

了香港佳士得本季春拍的部分專場和其中的
精彩拍品，以及目前，佳士得香港、北京、
上海、首爾、東京、曼谷、雅加達辦事處的
一些基本情況和相應的服務措施。

報道出街後，因疫情仍在持續蔓延，我們
又收到香港佳士得最新訊息，將把原定於5月
底舉行的香港春拍全面押後至7月初的5日至
13日舉行。

佳士得所修訂的拍賣日程，是仔細考慮各
地區政府及衛生部門所發出的建議、客戶的
需求，以及營運上的可行性後所作出的決
策。佳士得心繫受疫情影響的人士，指出公
衆的健康與安全是優先的考慮。佳士得經驗
豐富的專家團隊在這段期間仍維持提供客戶
最優質的服務，並希望致力為客戶打造最理
想的拍賣環境。

隨着佳士得的撤檔，估計也將有其他公
司，很可能也會做出跟隨性的策略，共同延
期至7月初，加上早先已經宣佈全面延後至7
月初的香港蘇富比，如果此後全球疫情能如
願得到控制，那麼原本一季兩期的香港春拍
將合二為一，在2020年7月迎來史上最擁擠
的拍賣季，幾乎所有的香港拍賣行都將在同
一時間展開正面交鋒，爭奪2020年的春季拍
賣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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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鈞窯天籃
釉羅漢碗

■宋代鈞窯天青釉香爐

■北宋鈞窯天籃釉碗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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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仿鈞天藍釉紫斑大筆筒

■清雍正仿官釉雙耳爐

■明崇禎 青花三國「馬
躍檀溪」故事圖蓮子罐

■清康熙漿胎青花
漁家樂圖觀音瓶 ■■清雍正清雍正鬥彩雲龍紋小罐鬥彩雲龍紋小罐

■翟健民在錄製
講述金代鈞窯荷
葉罐視頻

■清康熙五彩花鳥紋筆筒

值點網近日增設全新茶文化專欄「茶聊」，與亞洲
各地資深茶人、茶室創辦人、拍賣行專家及茶活動策
劃師，分享茶的歷史、工藝、價值，以多角度重溯源
遠流長的茶文化。

自古而來，禪的理想境界即為「從日常生活中得到
解放」。換句話說，就是從平常事物中領悟個中真
義。「禪」一字的意思是冥想，由於宗教方式未必每
每對之有所說明，所以歷代禪宗大師一直尋求其他非
言語的禪思方式。 正因如此，眾人就透過其他媒
介，包括武術、偈頌、詩歌、書法、梵頌、或是日常
活動去修禪。

可是芸芸日常事物當中，為何偏偏要選擇茶? 人們
提出此問題時，有時是想知道我們為何對茶如此感興
趣，如此熱衷。

我們需要自問究竟想從「茶」之中獲得什麼，這個
問題非常重要，答案將引導我們的旅程，以及如何選
擇茶、茶具、老師。

有人把茶當作提神飲料，僅在口渴時才會享受喝
茶，有些人則把之視為嗜好或藝術，在茶具和相關的
陳置上花盡心思。 這並無不妥，嗜好是分散注意
力、放鬆心情、減輕壓力的健康方法。事實上，研究
指出，退休人士若有適當的嗜好或興趣，會比同齡人
更為長壽。

可是若過分沉迷，事情可能會弄巧反拙。 消耗太
多時間、精力、金錢的嗜好會衍生不良的生活方式。
如果茶對你來說是閒情雅趣，那請繼續保持輕鬆的心
情和態度去享受吃茶之樂。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忙裡偷
閒，享受真正做回自己的時光。茶不僅能夠使人平

靜，擺脫社會枷
鎖，茶更能引發精
彩的談話，或是對
詩歌、繪畫、書法
的創作。這就是為
何許多藝術大師都
是愛茶之人。

談及茶文化，不
少人都會想到賣茶為生的茶農，或是賣茶給大家的茶
商。在這方面，茶人亦與之近似，有時也種茶賣錢。
許多人對吃茶有所研究得著後，會覺得對茶的熱愛不
應停留於嗜好的程度，於是投身茶行業成為唯一歸
宿。

然而，儘管歷代茶人的足跡遍佈中華山川大地，古
代卻鮮少發生以上情況。就像其他藝術一樣，一旦混
雜了金錢利益，就無法在茶藝的修為上達至頂峰，只
有為了對水墨之愛而繪畫，才能成就真正大師。

當人們長期投入一項事業，尤其是經營困難之時，
很容易會失去初心，忘卻當初的熱誠與真摰。可是純
粹因為愛茶而開設茶室，並藉着與人分享好茶和茶道
去維持這股熱誠，卻並非不可能之事。事實上，不少
茶人正努力堅守信念，不忘初心，令人敬佩。

於我而言，吃茶無關嗜好、藝術、或生意。如同古
人一樣，我以用藥和宗教的方法去吃茶。就宗教來
說，此法能夠直接與茶和茶具交流。這是體現「生活
美」的一門學科。正如日本民藝運動思想家柳宗悅所
說：「茶是一種追求美的信仰。只有當它提升至宗教
的高度時，才能稱之為茶道。在此之前，我們無法進
入茶的聖所。」

對茶人來說，茶就是「道」。通過自我修行，大師
學習成為當下，淨化精神，超越自我，在塵世間體現
「美」。如此的茶道不止存在於茶室之間，更成為了
仿如呼吸一樣的生活方式。

在這個茶道傳統之中，我們學習的不是如何泡茶，
而是如何敬茶。只有為人類服務，我們才能找到目
的。空有一身沏泡功夫和專業知識，卻沒有無私奉獻
的心，便難以精通此道。

當然，功夫和技藝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試想像，
一位醫科生如果沒有全神貫注磨練好醫術，我們又怎
能奢求他將來服務大眾？我們的茶道之旅，也必然要
靠功夫和投藝去展開。可是與此同時，千萬別要忘記
初心：施予和分享。就像那位醫科生一樣，有一天他
總會成為醫者，貢獻人間。

值點網增設「茶聊」專欄

小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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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ishi-
chu@yahoo.com.hk，
我們將有專家作解答，
敬請垂注為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