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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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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周先生：
你傳來作鑑定的瓷器殘

片，估計是一隻瓷碗的碎
片，雖然完整保留有「大

明成化年製」外加雙圈的青花底
款，以及碗心單線圈內題有青花
「博古齋」三字，但從款識字體風
格及書寫草卒、青花發色、圈足處
理、釉色、瓷胎等方面作分析鑑
別，都明顯與成化瓷
的特征風格相去甚
遠，屬於後世天啟偽
托成化款，此殘片的
完整器應該是天啟年
間的出品。 翟健民

■讀者要求鑑定的瓷器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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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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刊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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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正日趨消减，而藝術品網絡
拍賣則日漸興起，無論大行小拍都
加入了此一行列。藝術品網拍某情
度上得力於抖音、今日頭條等網上
平台對古玩藝術品的普及推廣。本

港資深古玩鑑賞家翟健民在疫情期間接連在
多個網站平台講述古陶瓷文化，近日又製作
一個《宋影青·青白瓷》系列專輯。
青白瓷肇始於五代，成熟於宋，是南方地

區創燒的瓷器新品種，尤以景德鎮所造為最
佳。現將上述專輯所推介的多件宋影青瓷再
於平面上作介紹，以饗讀者。
宋景德鎮窯青白釉盞。此盞造型尖圓唇，

大敞口，斜直壁，矮圈足。這盞瓷胎潔白細
腻堅致，青白釉膩淨光潤，施釉至足底，雖
然素面無紋，但規整而薄俏的胎體及瑩潤的
釉色，仍可見景德鎮得天獨厚的瓷土資源和
窯工的高超技藝。
宋/元螭龍

杯。這款精致
小巧的螭龍杯
造型為荷葉，
內壁飾瓔珞
斂，其點睛之
筆在於杯沿上俯臥
一條螭龍，口銜杯
沿，形態生動，憨態可
掬，是美觀與實用的完
美結合。
宋景德鎮窯青白釉劃

花仿青銅紋鼎
式爐。此爐采
用仿古式樣，
造型古樸精致，紋樣清麗雅致。此爐尖唇，
平折沿上立有對稱方耳，直頸、鼓腹、平
底，下接三獸面足。爐身有劃花，飾有青銅
器上常見的紋樣。是宋人「四藝」中焚香的
專用器皿。

宋青白瓷硯滴。此硯滴足呈
如意形，面有四孔，其中一個
深孔配有一支吸管。硯滴釉色
瑩潤淡雅，蓮紋線條流，刻
劃深處釉厚呈青色，釉層薄處
色淡泛白，釉色和紋樣相互烘
托，仿若池蓮在水上迎風搖

曳。把自然之美融入工藝一直是
中國古代陶瓷燒造的審美追求，

在這硯滴中就有很好的體驗。
南宋景德鎮窯青白釉印花月影寒梅紋盖盒。這個

盖盒身呈瓜棱式，盒盖為平頂，邊部曲形，淺出
台，此為母口。盒內置三個小盒，以捏塑花蕾間
隔，子口與整器同盖。盖面模印月影梅紋，盒內外
施釉，口部刮釉，足底無釉。此盒用作盛放香料或
女士化妝使用的脂粉等。
北宋景德鎮窯青白釉梨形執

壺。壺身呈梨形，斂口圓肩，一
側接長流，嘴為尖唇，與之對稱
的一側接有片狀高曲柄。壺腹身
微外斜，下腹略垂，腹部還刻劃
出數組竪弦紋。壺底為圓足，壺
盖為平頂花邊型，頂部有瓜蒂
鈕。壺通體施青
白釉，瑩潤光
亮，積釉處閃
青。整體造型優
美，曲綵流暢，
特別是細長的壺
流既美觀且實用，甚
為巧妙。
北宋景德鎮窯青白釉台

盞一套。這套高台式台
盞，曲腹較深，足呈喇叭
狀。盞托為高中形凸台，頂部有一圈淺台，呈三層台
式寬沿，造型優美，大而高的圈足足心可見支圈墊燒
痕。此台盞胎體壳薄而堅致，青白釉積釉處略顯淡青
色，瑩潤光亮，是北宋時期十分流行的一類酒器。
通過這個宋影青系列的多件代表作的推介，使讀者

對以景德鎮為中心的青白瓷體系有
所認識，有利於指導一眾古陶瓷愛
好者在實踐中不斷的追求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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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肆虐的前一段時間，各地實施「封城」「居家隔離」「限聚令」，使各種商業活

動，人際交流不同程度陷於停頓。今年的藝術品春季拍賣恰恰撞正疫情風口，無奈、困擾

香港及海內外的拍賣活動，或取消，或合併，或延後，數月來幾乎不聞槌聲敲響。然而，

聰明的人士並無坐以等運到，面對困局，推行網絡拍賣。一時間，網絡拍賣槌聲響遍各

地，成續喜人，正如永寶齋翟健民向記者指出：窮則變，變則通。 文：麥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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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疫情窮則變 網絡拍賣變則通

網絡拍賣就是利用互聯網技術
平台，買賣雙方進行在線交

易的一種模式。

藝術品交易新出路
網拍實質並無改變
翟健民又向記者介紹，約10
年前，我國的拍賣行業就開始
應用網絡拍賣，經歷起步、嘗
試、發展等階段的探索，到目
前由拍賣行業主導的網絡拍賣
活動及有關建設取得快速健康
的發展。網絡拍賣和現場買賣
雙方面對面的拍賣活動，區別
在於管道不同，方式不同，但

是拍賣本質並沒有改變，都是競拍者輪番獨立開展競
價的方式促進成交。
翟健民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意想不到地改變了
傳統生活格局，亦為營商環境帶來結構性改變。就
古玩藝術品的經營、拍賣而論，在疫情下，客人禁
足店舖關門，封城限聚拍賣活動被迫
叫停，大小拍賣行、商戶的營銷大受
打擊，促使買家賣家轉至線上平台進
行交易，為藝術品市場尋找到一條新
出路。」他更指出，藝術品網絡拍
賣能加速業界線上化，並明白透
過網絡接觸買家投資者的重要
性。手機微信是一條無形的紐
帶，無遠弗屆，協助拍賣公司、
商戶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建立
更緊密關係，將貨品的相關資
訊、資料完整準確，第一時間發佈出去，協助成功
完成交易。

網拍公開便利安全
將成實體拍賣補充

翟健民認為，疫情下藝術品經營、拍賣行業都有面
對現實心理準備，整體的重新洗牌，行業格局的變化
在所難免。當前興起的藝術品網絡拍賣就是最好的說
明，香港蘇富比、北京中貿聖佳、廈門保利、廈門博
美，以及香港的眾多中小型拍賣行都先後開展了網絡
拍賣。
網絡拍賣也許會少了現場拍賣的相互角逐「臨場
感」，但是在防疫現況下，網絡拍賣的公開性、便利

性與安全性則是反向地成為了另
一種意外的優勢。
公開性，賣方對每一件藏品都

拍攝了大量細緻的局部高清圖片，對
於品相的描述也會更加的到位，以保
證買家即便沒有能夠上手拍品，也可
以放心的競投。便利性，網絡拍賣十分靈活，減少拍
品的數量而增加場次。消費水準也力求適合大眾，拍
品底價由幾千至十來萬元不等，豐儉由人。
安全性分兩個方面，一是指人員的安全，在避免群

聚的特殊時期，轉而利用網絡交流是保持社交距離的
最安全策略。二是指拍品的狀況與品質安全，有許多
的私人網上交易都設立7日無條件退貨機制，以保障
消費者權益。
翟健民再指出：「疫情放緩了大家匆忙的腳步，網

絡拍賣為幾乎瀕臨停頓的藝術品市場注入了自救的一
劑強心針，展望未來市場轉型，網絡平台的拍賣日後
必將成為實體拍賣的一個補充。」

趣雅東方網拍專場
蘇富比拍宣德珍品

本月22日上午，香港蘇富比「趣雅東方」專拍如期
舉錘，這是疫情以來本港比較重要的
一個場次，這個專場沿襲了蘇富比以
往「奇趣」系列專場的混搭風格，試
圖突破傳統的門類概念，為藝術拍賣
創造新範式。雖然由於疫情影響，本
場拍賣不設現場投標，只接受網上、
電話及書面競投，但回顧當日拍賣的
實際情況，可以了解到競價非常踊
躍，拍賣流暢，無論競價活躍度還是

成交情況，感覺效果與以往拍賣並無大的差別，做到
這一點很不容易，該專拍錄得近3,379萬元（港元，
全版同）的好成交，這個成績估計是開創了近期網絡
拍賣的最高紀錄。
蘇富比「趣雅東方」專場高古拍品爭奪相當精彩，

成交也比較理想，其中的「北魏陶彩繪奔牛」，估價
20萬至30萬，拍得43萬7千多元；另一支「南宋官窯
花口瓶」，估價30萬至40萬，翻了幾翻拍出近120萬
元的高價。
「趣雅東方」專場的明清拍品方面，有一件明宣德

珍稀品種「雪花藍釉香爐」，更是競價激烈，拍前估
價 80萬至120萬，最終以437.5萬成交，可見疫情下
只要有好東西，慧眼識貨者大有人在。這件宣德雪花
藍釉香爐束口鼓腹，口徑21cm，底署「大明宣德年

製」款，存世無復品甚為稀罕。雪花藍，為低溫鈷藍
釉，乃明代御窯廠新創釉色，燒成難度極高，完整雪
花藍釉器，除本品外，存世可數僅有8件。雪花藍
釉，又稱「灑藍」或「青金藍」。其鈷藍釉料被直接
吹至燒成的素坯上，後再次入窯以800℃至900℃低溫
燒成。其斑點狀效果細膩，色階多變，天藍淡雅，青

金奪目，別致而惹人喜愛。

京城中貿聖佳網拍
踏入五月天天舉槌

今年4月份，隨着新冠疫情漫延，京城
中貿聖佳已清楚認識到，疫情不可能一時
三刻很快就過去，大規模的現場拍賣也必
然沒法開鑼，這是一個業內不得不面對的
現實。越來越多的拍賣公司均想方設法自

救，不得不將業務轉移到線上。經網絡進行藝術品線
上交易，效果如何？大家都是被迫應戰，一開始中貿
聖佳也是心中無數。但是這家內地藝術品拍賣的一線
企業此時已處於不容再有瞻前顧後的過多疑慮，在4
月中旬毅然決然拉開了網絡拍賣的序幕。從4月中舉
槌至今，中貿聖佳已推出了10期網絡拍賣，到本月更
每天都有一個專場，拍品20至30件左右。
雖然是每場規模不大的網絡拍賣，中貿聖佳不是那

種粗放型的清倉出貨，而是堅持與線下拍賣一樣，珍
而重之做到有品質，有誠信。並針對在當前疫情之
下，人們都放慢了生活節奏，更注重生活的品質的追
求，相應推出以燒香、點茶、掛畫、插花這樣宋人四
般閒事等的雅致拍品，受到普遍買家的青睞。
剛完成沒幾天的中貿聖佳第9期網拍，有一尊德化

窯「渡海觀音立像」引發買家的追捧競爭，由不高的
底價一路競價至17萬多才最終落槌。此件渡海觀音立
像，頭髮盤髻，戴風帽披肩長巾，面龐豐腴，丹鳳眼
微垂，頸脖及上胸袒露，胸前橫貫一串瓔珞珠飾。觀
音佛身着寬袖長衣，雙手藏於袖內，圓肩修身，衣紋
折迭密集流暢，衣裳下襬翻卷，若迎風飄拂。觀音佛
長裙曳足，赤足踏立波浪之上，旁側一童子踏雲侍
立，雙手合十更顯憨態可掬。此像觀音體態嫺靜秀
麗，手足刻畫細膩傳神，形態逼真，通體施白釉，釉
質肥厚，底削釉露胎，胎質堅實細膩，
為明末清初德化窯塑像佳作。據翟健民
介紹，德化瓷素來以白瓷雕塑神佛像著
稱，而觀音像則因其靜美柔婉的
風韻，歷來最受世人珍愛。德化
瓷自明代在福建省泉州府德化縣
開窯燒造，白瓷晶瑩滋潤，佛像
造型逼真殊佳，在當時已是頗為
著名的瓷器佳品，後來更是一眾
藏家的珍愛收藏。為支持網絡拍
賣，翟健民也參與此件渡海觀音
立像的競投，但最終超越預算而
放棄了。

香港佳士得春拍延
後至7月舉槌，焦點
拍品近日陸續曝光，
於中國古代書畫拍賣
方面，將由明代董其

昌的巨幛山水作品《五嶽
圖》領銜。此畫曾為國學大
師羅振玉收藏，估價2,000萬
至2,500萬元。同場還有清代
王翬、石濤的傑作，亦為名
人舊藏，來源顯赫。
作於1616年的董其昌《五

嶽圖》為水墨紙本立軸，畫
面達致221x99cm的巨製。董
其昌乃明朝萬曆年間的大
臣，仕途上春風得意，官至
南京禮部尚書，他也是有名
的書畫藝術家，作為晚明藝

壇領袖，曾提出獨樹一幟的書論、畫論，對後世影響深遠。
董氏尤其擅畫山水，喜純用水墨，用筆柔和，追求平淡天真
的格調，其書法造詣亦高，綜合了各朝各家的書風，自成一
體，深受康熙帝喜愛。此幅《五嶽圖》繪於萬曆44年(1616
年)，不設色，羣山陡然升起，遠處霧靄瀰漫，中心勾畫幾間
小屋，如山林中的隱逸人家，意境深遠。
此畫來源顯赫，先後為國學大師羅振玉、日本著名收藏家

齋藤悅藏收藏。羅振玉在經史、甲骨文、敦煌學方面的研究
成就卓越，與另一國學泰斗王國維並稱為「羅王之學」，辛
亥革命後，羅振玉隱居日本京都，其收藏的很多書畫，亦在
此時東渡日本。旅居日本期間，羅振玉與多位日本學者、藏
家來往，當中就包括齋藤悅藏，齋藤悅藏為實力雄厚的書畫
藏家，與阿部房次郎、根津嘉一郎等收藏大家齊名。《五嶽
圖》於1928年曾於東京美術館展出。
香港佳士得7月份春拍，還推出一卷清王翬《江山無盡

圖》設色紙本手卷，此手卷長1,220.5cm，寬53.2cm，估價
300萬至500萬元。王翬為清初畫家，他師法古人，取各家之
長，山水畫清麗工秀，曾繪《康熙南巡圖》，得到康熙帝的
褒獎，被視為畫之正宗。
此《江山無盡圖》長卷，尺幅巨大，延綿12米之闊，真可

謂「江山無盡」，用筆蒼秀，畫中層巒疊嶂，大江蒼茫，嶙
峋怪石、古樹虯枝、崖邊小屋、山間棧道、蜿蜒溪流，鉅細
無遺。此畫為金匱室主陳仁濤舊藏，陳氏本為上海銀行家，
1946年從上海來港，好收藏中國古玩書畫，尤喜古錢幣，收
藏極豐。
香港佳士得還將推出清石濤《松風泉石圖》水墨紙本手

卷，此手卷作於1699年，尺幅32.5x383cm，估價300萬至
500萬元。
石濤為明末清初著名畫家，追求革新，其畫構圖新奇，
氣勢豪放。石濤畫《松風泉石圖》已近高齡，仍運筆磊
落，毫無年老力衰之象。圖右至中的層層山岩緊密相連，
天地不留，山勢至圖左漸緩，至岸而止，水光接天，平遠
衝融，全畫變化多端，氣韻一貫。此畫為維他奶創辦人羅
桂祥舊藏，羅氏熱衷收藏中國藝術，部分藏品捐予博物
館，部分則於近年釋出市場，2014年此畫曾於香港佳士得
上拍，以544萬元成交。

佳士得7月春拍將推出明清巨匠力作

■清石濤《松風泉石圖》局部

■清王翬《江山無盡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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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螭龍杯

■宋 景德鎮窯青
白釉劃花仿青銅
紋鼎式爐

■香港蘇富比南宋
官窯花口瓶拍出近
120萬元高價

■香港蘇富比明宣德雪花
藍釉香爐以437.5萬成交

■中貿聖佳德化窯渡海觀
音立像拍得17.4萬元

■宋青白瓷硯滴■香港蘇富比北魏陶彩繪奔牛
拍得43萬7千多元

■北宋景德鎮窯青白釉台盞一套

■北宋 景德鎮窯
青白釉梨形執壺

■南宋景德鎮窯青白釉印
花月影寒梅紋盖盒

▲宋 湖田窯
瓜型水滴

■宋景德鎮窯青白釉盞

■翟健民認為
晶瑩光潤的青
白瓷，久觀之
可以靜心。

■明董其昌《五嶽圖》

◀宋 湖田窯
瓜型小水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