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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拍卖市场:持续下挫中的新变局
2019年内地市场亿元拍品成交统计

“艰难”，可谓对2019年经
济形势最鲜明的注脚，这也同
序号

样适用于今年的内地拍卖市

拍品名称

成交价格

拍卖企业

拍卖时间

场。 从全年的拍卖数据来看，

1

赵孟頫《致郭右之二帖卷》

2.67亿元

中国嘉德

2019-11-19

市场的下行态势还将延续，尤

2

李可染《万水千山图》

2.07亿元

北京保利

2019-12-2

其是中国书画等板块的动荡

3

潘天寿《初晴》

2.06亿元

中国嘉德

2019-11-18

调整以及不确定的买方诉求，

4

清乾隆外粉青釉浮雕芭蕉叶镂空缠枝花卉纹内青花六方套瓶

1.495亿元

保利厦门

2019-1-6

5

清雍正御制青花釉里红云海腾龙大天球瓶

1.47亿元

北京保利

2019-6-5

6

王蒙《芝兰室图》

1.46亿元

北京保利

2019-12-3

7

吴冠中《狮子林》

1.44亿元

中国嘉德

2019-6-2

8

李可染《井冈山》

1.38亿元

中国嘉德

2019-11-18

9

崔如琢《冷碧清秋水》

1.38亿元

北京保利

2019-12-2

使得市场前景不甚明朗。
5

1

2

成交额持续下滑

艺术品拍卖市场自2012年陷入调整
以来，业界盼望已久的“回暖”依旧缺席，同
时2019年文物艺术品市场继续下行，数据
已经清晰勾勒出量额双减的变化。
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统计的数据可以
得出答案。以北京保利、中国嘉德、西泠拍
卖、北京荣宝、北京匡时、广东崇正、北京翰
海、北京诚轩、上海朵云轩、北京华辰为样
本分析，10家拍卖公司2019全年总成交
168.67亿元，春拍成交额74.72亿元，秋拍
成交额为93.95亿元。较之2018年176.35亿
元、2017年220.27亿元的总成交额，市场呈
现持续下滑态势。
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艺委会秘书长余
锦生看来，影响今年拍卖市场发展的因素
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整体经济环境影
响。其次，社会流动资本全面收紧，M2同比
增长已下降至8.5%以下。再次，2018年市
场出现2010年以来的市场最低谷，影响到
市场参与者的信心。最后，一些政策问题悬
而未决，难以通过政策调控扩大市场供给。

值得一提的是，拍卖行业的两极分化
不断加剧，头部效应凸显，中小型拍卖企业
遭遇生存困境，而一些实力雄厚的拍企则
走出了独立行情。比如北京保利2019秋拍
总成交33.17亿元，较之2018秋拍的25.5亿
元涨幅明显，同比2019春拍增长15.52%。
中国嘉德同样表现不俗，2019春拍总成交
额为18.3亿元，秋拍总成交额攀升至25.68
亿元。
有专家强调，“拍卖市场的头部效应正
在助推市场走向垄断化、寡头化，好的拍品
资源和藏家资源会被更大程度汇聚到大的
拍卖企业手中，一些实力弱、规模小、无特
色的拍卖企业，其生存空间将进一步被挤
压，与此同时，原有的市场格局和平衡逐渐
被打破”。
9件破亿后的审慎行情

亿元拍品，早已成为衡量市场的重要
维度之一。综观2019年内地市场，已有9件
拍品过亿元，过千万元拍品更是超过百
件。其中，3件突破2亿元大关，赵孟■《致
郭右之二帖卷》以2.67亿元成交、李可染

《万水千山图》拍出2.07亿元、潘天寿《初
晴》以2.06亿元成交。除此之外，清乾隆 外
粉青釉浮雕芭蕉叶镂空缠枝花卉纹内青
花六方套瓶(1.495亿元)、清雍正御制青
花釉里红云海腾龙大天球瓶(1.47亿元)、
王蒙《芝兰室图》(1.46亿元)、吴冠中《狮
子林》(1.44亿元)、李可染《井冈山》(1.38
亿元)、崔如琢《冷碧清秋水》(1.38亿元)，
这些亿元拍品的出现不断为2019拍卖市
场提供支撑。
从亿元拍品的数量来看，今年低于
2018年的10件，更远低于2017年的18件拍
品。有业内人士表示，亿元拍品的出现已经
成为一种常态，亿元拍品的数量不能完整
反映市场的走势，但却是市场信心提振的
重要载体。从今年的市场来看，亿元拍品的
数量减少，但3件突破2亿元，说明好的拍品
还是会创造好的市场价格。
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
涛给出了他的解释，“亿元拍品的减少是因
为大尺度的名家名作越来越难征集到，买
家出手也相对谨慎，导致一些高价位的拍
品没能叫出更高的价格”。比如在保利秋拍
中，清乾隆御制洋彩加金镂雕团螭纹开光

·动态·

“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入藏国图

12月26
日，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
信札捐赠划拨仪式暨入藏纪念展开
幕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文化和
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国家文物局局长
刘玉珠、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创始人陈东升等出席仪式。雒树刚为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颁发捐
赠证书，并宣布展览开幕。
刘玉珠在讲话中指出，郑振铎先生
是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奠基
人和开拓者之一。这批信札主要为郑振
铎先生和“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
北 京 商 报 讯 （记 者 徐 磊）

员之间的往来信函和相关单据，记载了
很多重要文物的抢救过程，是党和政府
重视开展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的重
要史料。此次为保护信札不再流散，中
国嘉德主动斥资竞购并无偿捐献给国
家文物局，为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抢救流
散文物工作作出了表率。
为做好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
物往来信札的保护研究与展示利用工
作，国家文物局将这批信札整体划拨中
国国家图书馆，与“西谛藏书”“ 木音信
札”合璧收藏。此次纪念展整体展示信
札原件，客观呈现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

作的动人往事。
陈东升表示，“ 郑振铎等抢救流散
香港文物的往来信札文献，完全印证
了当年这一伟大而秘密的过程。对于
中国嘉德而言，文物保护同样义不容
辞。这批信札无偿捐献给国家文物
局，并入藏国家图书馆，作为捐赠者
来说，为这批信札的最终归宿而倍感
欣慰。”
捐赠划拨仪式结束后，“郑振铎等抢
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入藏纪念展”
正式开展，首次向社会公开这批珍贵史
料。展览将持续至2020年2月26日。

160余件宫廷珍宝诠释审美精神“觉醒”

近日，
“觉
醒:文艺复兴至二十世纪的宫廷珍宝”首
展在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开幕。
在约3000平方米的展厅中，跨越4个世
纪、覆盖20个国家的160余件来自文艺复
兴至二十世纪的宫廷珍宝华丽亮相。此次
展览由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主
办，深圳九象文化文创有限公司承办。
本次展览由序曲、雕刻时光、权力
北京商报讯 （记者 徐磊）

的游戏、流动的盛宴、微物之神、翩若惊
鸿、荣耀巅峰、历史之眼、尾声九部分组
成，涵盖鼻烟壶、手镯、胸针、勋章、项链、
编织金袋、皇冠等珠宝，其中有百余件
展品为全球首次公开亮相。从文艺复兴
时期的“圣子降临”吊坠、来自不同王朝
的13顶王冠、世界上已知的最后一枚拿
破仑金叶子等都在展览中面世，以多元
化的方式讲述其流传百年的传奇故事。

在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
馆长颜为昕看来，“觉醒”的开展映射了
一段文明的精神美学。历史沉淀下来的
这批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的珍宝，承
载的是一段人类审美精神的觉醒。策展
人樊晓光表示，“为了呈现此次展览，展
览团队突破了布展、安保等一系列难
题，‘ 觉醒’展览，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
需要凝视、值得凝视的世界。这些来自
文艺复兴至二十世纪的宫廷珍宝，经历
过战争、灾难、动荡，它们身上都有着丰
富的文化密码，承载着历史与文化，‘觉
醒’给了这些珍宝‘开口说话’的机会，以
及从历史深处被唤醒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
“觉醒”全球巡展是
“奥德修斯计划”的首个文化项目。此外，
展览期间还将举行工作坊、音乐会、沙
龙、亲子活动等一系列艺术活动。展览
持续到2020年3月1日。

内绘“时时报喜”双龙耳转心瓶以9200万
元成交，虽然破单体转心瓶全球成交之最，
但最终抱憾未能突破亿元大关。北京保利
拍卖古董珍玩部总经理李移舟在拍后就曾
表示，“重要专场的成交率都比较高是这次
拍卖的一个特点，但一些重要拍品的价格
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这样的好处是可以
调动买家的积极性，提高对中国古董珍玩
市场的参与度”。
值得一提的是，两极分化的态势同样
体现在拍品之中。一方面亿元拍品不断创
造天价，另一方面，更多中低价位的普品成
交遇冷，甚至一些千万级别的拍品出现缩
水，一旦估价过高，就会面临流标的风险。
板块轮动效应凸显

综观近年的拍卖市场，热点板块的轮
动明显。客观而言，市场调整下探，很大程
度来自于几乎占据半壁江山的中国书画板
块的深度调整。以雅昌艺术市场数据监测
中心统计显示，中国书画板块自2015年以
来不断萎缩。2019年上半年中国书画板块
成交77.72亿元，占中国艺术品市场总额的

37.59%，同比2018年上半年减少14.66%。
有市场研究专家表示，许多重量级拍
品已经沉淀到重要藏家和机构的手中，短
期内没有释出的意愿或可能，这也造成了
市场中高端拍品资源的枯竭，作为成交额
重要保障的板块失守，也使得中国书画板
块的大幅下滑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在传统书画市场份额的缩
减态势之下，热点板块的轮动效应正在
凸显。随着市场结构不断发生变革，年轻
化、国际化、多元化的审美趣味开始反映
到拍卖市场之中，市场的这一变化正在倒
逼拍卖企业不断优化、完善拍品内容，这
也直接推动了现当代艺术、潮流艺术份额
的逐步提升。正如中国嘉德拍卖董事总裁
胡妍妍所讲，“ 最近两三年市场结构在变
化，其根本是客户在变化，甚至‘90后’藏
家也在不断涌现。对于艺术品拍卖企业来
说，除了商业考量外，对于文化的敏感度
也要更强一些，甚至要成为发现和引领潮
流的艺术机构，所征集的拍品要能够吸
引藏家目光，这是能否成为一家优秀拍
卖行的关键”。
北京商报记者 徐磊

李广明艺术文献展呈现“虚象”美学
近日，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迎来了一
—“虚象的解放与意义
场跨年艺术大展——
展览
的穿凿”—李广明个人艺术文献展。
——
由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执行馆长吴鸿担任
策展人，共展出李广明自上世纪90年代开
始创作延续至今的近150件作品，涵盖油
画、水墨、综合材料、装置、行为及影像等。
其中，艺术家创作于2005年、整个展览中体
量最大的巨幅“长城系列”首次亮相。构成
展览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则是李广明一
系列具有独创性的巨幅“冰墨系列”作品。
展览围绕建立在“虚象”理论体系之上

的时空美学和意义逻辑，多方位展示了李
广明对于时间、历史以及东方与西方文化
的深刻理解。批评家王小箭表示，“冰墨艺
术是李广明最具代表性的独创作品，它的
价值独一无二”。
此外，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基于本馆
的学术方向对李广明的个人艺术文献进行
了收集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呈现了李广
明的个人艺术创作历程。在展陈设计上甄
选了丰富多样的实物文献进行配合展出，
包含艺术家的创作手稿、模具、书刊、杂志
等。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20年1月21日。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巡展首站开启
“Re-睿 ——
— 第58届威尼斯国际艺术
双年展中国国家馆巡展”首站近日在北京
嘉德艺术中心开启。此次展览由中国对外
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晨担
任出品人，北京画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吴洪亮担任策展人，展出艺术家陈琦、费
俊、何翔宇、耿雪的34组作品，涵盖装置、
影像、版画、雕塑等媒介类型，在威尼斯中
国馆的作品之外，增加了艺术家的重要代
表作品，更加全面展示艺术家的创作脉络。
本届展览以“Re-睿”为主题，建构一个
别样的中国园林式的艺术场域。王晨表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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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艺术家在审视当下社会现状、文化生态的
基础上，分别从历史和文明、现代科技与发展
等维度去阐释“有趣的时代”这一总主题。吴
洪亮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是作品的回归，也是
思想的回归和对艺术家成长历程的再思考。
嘉德投资董事总裁、嘉德艺术中心总经理寇
勤表示，当展览从水城威尼斯转到古都北京，
面对不同的展览空间、语境、观众，此次展览
除了保留威尼斯中国馆的风格特点，还加入
了全新设计的展览动线，让观众在观展过程
中构建自己的“有趣世界”。据悉，展览将展出
至2020年3月8日。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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