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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明军

SCU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美

术学讲师）：

上博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

珍品展，看得真费劲，灯光太暗，隔着

玻璃根本没法看，也许古画这东西真

不适合在博物馆看，还是适合拿在手

里玩。 只好花巨资搬一套画册回去。

（

11

月

2

日）

@

王璜生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

长 ）：

今天我也看了这个展览， 上博这

个展览的画册居然要

6000

元， 这是闻

所未闻的贵， 美国大都会出版的图册

没有一部是超过

100

美元的，而且是精

装。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也是，精美展

览图册价格都不贵， 上博就算是大型

图册精印，

1200

元也撑死了，在当下中

国，价格代表文化，这在博物馆已成为

风气，极不足取。（

11

月

4

日）

@

黄燎原（乐评人，画廊主人）：

昨晚的香港佳士得夜拍， 应该说

拍得很好。“萧条论”“悲观论” 固然比

较容易引起共鸣，但那是真实的吗？那

又对这个行业有任何好处吗？ 悲情与

谩骂一贯夺人眼球，但有意义吗？现在

的确不是这个行业的高峰期， 所以要

加倍努力。 工作的人总是被闲人说三

道四，这也是公理。早，香港！（

11

月

25

日） （向晨晨 整理）

11月虽然已经算是自然界中的

“冬季”，但显然香港并不太冷。香港

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也一样。 尽管2012

年拍场“气温”偏低，甚至不少媒体挖

出去年年底一些业内人士发表的“下

跌40%”的言论。事实上，从9月开始，

拍卖市场的格局变动就一直吸引着众

多媒体和业内人士关注。 不管是香港

苏富比的走进来还是嘉德保利的进入

香港，都让人有了更多的期待。而10月

的嘉德和11月的保利首拍也着实没让

人失望。 正如保利香港拍卖执行董事

张益修先生表示：“这次拍卖不仅吸

引了华人地区买家， 也有许多西方藏

家及媒体前来观赏， 为保利开拓香港

及国际市场奠定稳健发展之基础。”

区别于嘉德首拍只推出主打强项

“中国书画”和“明清家具”两个优势

专场，11月24日~25日的保利首场拍卖

推出 “中国现当代艺术”、“中国书

画”、“中国古董珍玩”及“珠宝”四

大专场， 可以说涵盖了艺术品拍卖市

场的主要品类。而400件精品总成交率

82%，取得5.2亿港元的总成交额。其中

现当代艺术专场作为北京保利的强势

项目， 也是此次首拍挑战香港市场的

板块之一，推出朱德群、赵无极、常玉

等精品力作， 总成交额逾1.52亿元港

币，成交率达83.67%。此次拍卖的封面

作品朱德群《红肥绿瘦》，由于买家竞

争激烈，以3500万港元落槌，创造朱德

群历年拍卖的第二高价。 当代艺术部

分，曾梵志、张晓刚、方力钧、刘野、刘

炜等都有不错的表现。 而同期举行的

香港佳士得秋拍， 三场亚洲二十世纪

及当代艺术拍卖会共推出580多件的

现代及当代艺术品，取得4.2亿港元的

总成交额，成交率为87%，价值成交率

为95%。保利与其相比之下，并没有明

显的差距， 可见这次保利首拍还是站

得住脚的。

而一向作为内地艺术品拍卖公司

主要拍卖品类， 同样也是优势项目的

“中国书画”，在此次保利香港首拍中

的表现也同样可观，书画专场共计162

件拍品， 云集了大量近现代书画史中

不容忽视的画家画作———齐白石、张

大千、李可染、林风眠、溥心畬等，吸引

了不少人气。该场成交额1.87亿港币，

成交率64%，略有些遗憾。值得注意的

是，尽管还是以内地买家为主，但也不

乏香港本地藏家以及外地藏家。 本场

拍卖会最大的亮点张大千《番女掣厖

图》，在现场几个买家的数轮竞价后，

最终以4830万港元拍出， 也是本场拍

卖会的最高价。 从藏家参与度层面来

讲，保利开拓香港市场还是值得的。

香港一向是艺术品拍卖市场

（尤

其是高端市场）

的福地，自上世纪以来

不断有精品高价涌现。 而香港最为人

津津乐道的市场环境， 再加上香港及

其周边地区的藏家资源和浓厚的收藏

氛围给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在嘉德、保利即将全面展开业

务的2013年香港春季拍卖必然又是一

场精彩鏖战。

■

“新生活自定义

2012

艺术大展”

展览时间：下月

9

日

~

明年

3

月

30

日

展览地点： 成都锦江三圣红沙社

区许燎源当代艺术馆

■

刀之痕———番自晓版画作品展

展览时间：

12

月

9

日

~12

月

19

日

展览地点： 成都市青羊大道东坡

路优品街

26

号岁月画廊

■

香尘———苏茂隆水墨艺术展

展览时间：

12

月

15

日

~12

月

26

日

展览地点： 成都市青羊大道东坡

路优品街

26

号岁月画廊

■

“平行的极东世界”

展览时间：下月

1

日

~

明年

3

月

24

日

(

预约参观

)

（下月

1

日

15:00

开幕）

展览地点：

A4

当代艺术中心 （双

流县麓山大道二段十八号）

（向晨晨 整理）

《溪岸图》：

张大千“最成功的欺世之作”？

从来没有一幅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像

董元(

亦作“董源”

)的《溪岸图》那样，会

引发一场长达15年的国际性大辩论。十几

年前，围绕董元《溪岸图》的真伪，曾引起

一场国际的大辩论。本月，这件作品从美

国大都会博物馆移师上海， 在 “翰墨荟

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

展”上亮相，于是，关于这件作品的真伪

问题再次被提起。

上世纪30年代，画家徐悲鸿忽然声称

自己觅得了古画《溪岸图》，不久之后他

将画转让给了张大千。

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张蔚星

在采访中还原了这段历史：1938年， 徐悲

鸿在广西购得一幅署名董元的巨幅古画

《水村图》， 同年张大千在桂林与徐悲鸿

会面，见之爱不释手，遂带回四川研究。几

年后，张大千从自己的藏品中挑出徐悲鸿

喜欢的金农 《风雨归舟》(

有人认为此画

系张大千伪作

)，换得此画。1957年，鉴藏

家谢稚柳将此画公开，并审定其名为《溪

岸图》。上世纪60年代，美国华人收藏家

王己千从张大千手中获得此画，并请东京

著名裱画师目黑重新装裱。1997年， 纽约

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唐骝千出巨资购得此

画，并捐给大都会博物馆，《纽约时报》在

头版刊登此画并称其为中国的 《蒙娜丽

莎》。然而同年8月，美国《纽约客》杂志

刊登一篇爆炸性文章，称《溪岸图》为仿

制赝品， 文章引用高居翰的观点：“这不

可能是一幅10世纪作品……其作者应是

作伪者与收藏家张大千。”

美国人高居翰是中国古代绘画史的

研究权威之一。以高居翰的地位，此论一

出舆论哗然。1999年， 大都会博物馆专门

召开国际研讨会，探讨中国古代绘画的鉴

定问题，会议几乎聚集了西方所有的中国

美术史专家和部分中国学者，然而大家并

未达成共识。

高居翰是“伪作说”的代表人物。在

展览的论文集中， 他毫不客气地写道：

“我坚信，这根本不是一张古画，不过是

近代画家、赝品制造者张大千的伪作……

《溪岸图》的风格特征和其他署名张大千

的画作是如此一致，在真正的古画中不会

得见，这才是判断问题的关键。”高居翰

列出14条证据，试图论证张大千不仅伪造

了《溪岸图》，而且伙同徐悲鸿、谢稚柳、

丁羲元等伪造了《溪岸图》的收藏史，称

“此画是张大千最成功的欺世之作”。

持“作伪说”观点的还包括日本的中

国美术史家古原宏伸、前克里夫兰博物馆

馆长李雪曼等。

大师的临摹之功

从“师古”开始，到以心为师

临摹是学习书画的一种训练方法，如

果说有临摹大师的话，还倒不如说有训练

（练习）

大师。然而，临摹大师是有的，张大

千就是。

四川博物馆的“大风堂”，是张大千

作品专门的陈列馆，也是国内藏有张大千

作品最多的博物馆，展厅分为张大千临摹

敦煌壁画、写意画和大千用印三部分，共

展出文物90余件。张大千的“临摹之功”

在馆中也被专门展示介绍给游客。

张大千学画时，非常重视临摹古画，他

强调，“师古人之迹， 先师古人之心。”

（摘

自张大千《对大风堂弟子刘力上的谈话》）

而在临摹方法上， 张大千认为：“临

摹，就是将古人的笔法、墨法、用色、构图，

透过一张又一张的画作， 仔细观察它的变

化，并加以了解、领会、深入内心，达到可以

背出来的程度。然后经过背临过程，使古人

技法运用自如， 最后把古人的东西变为自

己的。”

（摘自张大千《对友人的谈话》）

青年时期的张大千，有一次在对街裱

画店里看到清朝画家张大风的一幅人物，

寤寐难忘，一连跑了十几趟，将张大风的

人物临摹下来。因为酷爱张大风，还将画

室命名为“大风堂”。

画家成忠臣在其作品 《艺术大师张

大千》中说，张大千的艺术生涯和绘画风

格，经历“师古”、“师自然”、“师心”的

三阶段：40岁前“以古人为师”，40岁至60

岁之间以自然为师，60岁后以心为师。早

年遍临古代大师名迹，从石涛、“八大”到

徐渭、 郭淳以至宋元诸家乃至敦煌壁画。

60岁后在传统笔墨基础上，受西方现代绘

画抽象表现主义的启发， 独创泼彩画法，

那种墨彩辉映的效果使他的绘画艺术在

深厚的古典艺术底蕴中独具气息。

仿作超越真迹

徐悲鸿赞“五百年来一大千”

“临摹，超越原作的事情，从古至今

的艺术史来说，例子都不胜枚举。张大千

如此，他之前的古人也是如此，就算是现

如今， 还是能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四

川博物馆副馆长魏学峰昨日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临摹超越原作，的确是艺术史上

的常态。

张大千临摹得最多的还是石涛。他对

石涛有深学精研，仿笔法，能乱真。时至今

日， 不少张大千仿石涛的画作流传于世，

极难分辨。尽管张大千的笔力不如石涛厚

重，线条也较光滑，但是，就连当时与他过

从甚密的画家朋友也难辨真伪，曾衍生出

许多笑谈佳话。石涛的膺品流传于世是较

多的， 但出自张大千手中的赝品已成珍

品，或者说是超越真品的珍品。

张大千尽管以临摹石涛著称，事实上

又不止于石涛一家，还泛涉众家。渐江、石

谿、“八大”、梅清、“四王”以外的各个画

派，他无所不能，也无不可以乱真，并加以

融会贯通。这些画派的画风，在他画作中

都能见到。

他从清代石涛起笔，到“八大”，陈洪

绶、徐渭等，进而广涉明清诸大家，再到宋

元，最后上溯到隋唐。他把历代有代表性

的画家一一挑出，由近到远，潜心研究。然

而他对这些并不满足，又向石窟艺术和民

间艺术学习，尤其是敦煌面壁三年，临摹

了历代壁画，成就辉煌。这些壁画以时间

跨度论，历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等朝

代。当他临摹了大量壁画之后，他自己的

人物画风，完全地舍去了原有的格调。

与古代名家的真迹比较，许多张大千

伪作的艺术价值及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

位，已被公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世

界上许多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伪作，如华盛

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有他的 《来人吴中

三隐》，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他的

《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伦敦大英博

物馆收藏有他的《巨然茂林叠嶂图》等。

故徐悲鸿在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

版的《张大千画集》的序言中，推誉其为

“五百年来一大千”； 齐白石评价其为

“一笔一画，无不意在笔先，神与古会”；

张大千晚年与毕加索缔交， 互表钦慕，人

称“东张西毕”。

成都商报记者 向晨晨 综合报道

成都商报讯（记者 向晨晨）

正在成

都艺术超市展出的 “青年艺术100”，将

于本周六（12月1日）中午落幕。在2012

年度“青年艺术100”的全国巡展中，首

次在成都站的展览， 吸引了大批艺术爱

好者、收藏者、艺术家以及公众前往成都

东郊记忆观看展览， 也为 “青年艺术

100”的西南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青年艺术100”成都站展出了百余

位青年艺术家的150件作品，既有中国青

年艺术家的作品， 也有韩国青年艺术家

的作品。与先前的北京、香港、鄂尔多斯

站相比， 成都站的参展作品有数十件是

艺术家补充的未曾公开展出过的新作。

“青年艺术100”在全国巡展的过程

中，除了作品的展览展示，也举办了涉及

艺术教育、艺术收藏、艺术消费、艺术家

对话等内容的讲座和论坛， 让艺术爱好

者更加了解中国青年艺术家的真实生

态，普及中国当代艺术教育。第一场讲座

是由赵力带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

最新趋势研判”，他以翔实、准确的数据

对当下艺术市场的走势进行了研判。紧

随其后，中央美院教师、策展人吴秋龑和

民生美术馆副馆长李峰带来的“你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国青年艺术

家现状”，和听众分享了他们了解的青年

艺术家的故事。次日，知名艺术家何多苓

率领得意门生何千里、大猫与“青年艺术

100”项目总监彭玮一起进行了一场艺术

家对话。随后，AMRC艺术市场分析研究

中心执行总监马学东和“青年艺术100”

策展人宋继瑞带来的“艺术消费？艺术投

资？———青年艺术家市场现状分析”，与

大家分享了目前中国青年艺术家的市场

现状。每场讲座都人气火爆，再次印证了

成都市民对当代艺术的热情。

与此同时，“青年艺术100”组委会还

走访了成都艺术家聚集区，拜访了十余位

青年艺术家的工作室，进一步了解了成都

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和生活状态，也为下届

“青年艺术100”的评选推荐新生力量。

《溪岸图》引发一场长达15年的国际性大辩论

日前在上海博物馆露面，再度成为关注焦点

一幅名画激辩背后的

伪作大师张大千

从来没有一幅中国古代

绘画作品，像董元(亦作“董

源”)的《溪岸图》那样，会引

发一场长达15年的艺术界国

际性大辩论。十几年前，围绕

董元《溪岸图》是真迹还是张

大千伪作，曾引起一场国际的

大辩论。本月，来自美国大都

会的藏品、中国五代南唐画家

董元的 《溪岸图》，“翰墨荟

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

书画珍品展” 上海博物馆展

出， 也是首次在国内展出亮

相，谢稚柳的夫人、著名书画

家和书画鉴定家陈佩秋指出，

《溪岸图》是董元的唯一传世

真迹。而以中国古代绘画史的

研究权威之一美国人高居翰

为代表的“伪作说”则认为，

“我坚信， 这根本不是一张古

画，不过是近代画家、赝品制

造者张大千的伪作……《溪岸

图》的风格特征和其他署名张

大千的画作是如此一致，在真

正的古画中不会得见，这才是

判断问题的关键。”

“张大千伪作”再次成为

关注的焦点。

张大千开创泼墨、泼彩等

新的艺术风格， 都是大师50

多岁以后的事情了。张大千的

画风，在早、中年时期主要以

临古仿古居多，花费了一生大

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从清朝一

直上溯到隋唐，逐一研究他们

的作品，从临摹到仿作，进而

到伪作。时至今日，张大千仍

被认为是一位“临摹大师”。

“青年艺术100”周六完美收官

香港：这个秋拍不太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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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

3

月份首届私立博物馆可持续发展论

坛到香港艺术节上的私人博物馆论坛， 媒体纷纷

聚焦“私博”话题，一时间风头无二。在风光无限的

同时，对私立博物馆的质疑声也接踵而来，对非盈

利的“私博”而言，如何持续发展成了人们关注的

重点。

博物馆一度是人们瞻仰珍宝的神圣殿堂，我们

曾经费尽周折去一个城市或国家，或许就是为了目

睹其中一个仰慕已久的藏品。这个时期是博物馆的

辉煌年代：高贵而神圣。然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博

物馆的精英意识面临挑战，蓬勃兴起的后现代思潮

要求去中心化、差异和解构，于是博物馆的地位和

作用被艺术生态中的其他角色所消解，同样博物馆

的运作模式也开始转变。

1962

年， 奥登伯格对博物

馆 “艺术圣殿”的地位公然讽刺，提出“商店宣言”，

要求把博物馆从圣殿变成商店。 而到了

80

年代，大

都会博物馆在托马斯·霍温的领导下， 则完全采用

了公司模式，艺术界将之称为“霍温主义”，此后霍

温强调 “艺术博物馆的参观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

观念被广泛接受，于是博物馆的“圣殿”位置让位于

对观众口味的把握。所以博物馆开始想尽办法让更

多的人进来参观， 在博物馆里开设纪念品商店、咖

啡馆、艺术书店甚至特色餐厅……这种亲民而小资

的路线让博物馆成为约会和商务洽谈的绝佳场所。

现在的博物馆每策划一个展览都要预计观众的人

数和收入，测算能否回本。台北故宫博物院曾做过

一个“选出你最喜爱的前十位藏品”调查，选票统计

的结果表明大众和专业人士对博物馆的要求有着

巨大的差别，而此时的博物馆必须要平衡普通观众

和专业群体的心理预期，甚至更多时候是向公众的

审美进行妥协。博物馆的民主化导致它不再是圣殿

而是大众的乐园。

亚太区蓬勃发展的经济催生众多收藏大鳄，而

这些收藏家对待数量繁杂的藏品，似乎最佳的方式

就是建立私立博物馆，好处显而易见，当艺术品被

安放进大型美术馆，有利于艺术品的保值也有益于

艺术家，而且能让公众观摩。这是目前大多数藏家

建立博物馆的最初设想。

上海的浦江两岸汇集了多家大型私立博物馆，

并且都在

2012

年底和

2013

年相继开馆。目前馆主们

都怀揣美好的梦想，希望用自己的藏品介入到公众

文化领域，希望更多的观众通过自己的博物馆了解

中国近代史。

然而，经营和管理一家私立博物馆和过去做个

收藏家有着巨大的差别，因为博物馆盈利能力特别

薄弱，而社会大众和各界精英却对博物馆的要求十

分挑剔，特别是这些博物馆所在位置都是相对偏僻

并缺少公共交通，因而人流稀少。

所以建造一个博物馆很容易，而如何高效运营

却是个技术活，挑选谁来做馆长？举办什么样的展

览？大量的藏品如何处置？而国内博物馆运营人才

的稀缺更是让馆主们头疼。北京今日美术馆由谢素

贞女士担任馆长，上海昊美术馆则由韩国策展人尹

在甲担任，国际化还是本土化是硬币的两面，如何

把握艺术生态和平衡社会需求，只能让馆主们在实

践中逐步提升了。

私立博物馆：圣殿还是乐园？

徐子林（当代艺术家、批评家及策展人）

想要了解展览信息？想要提前欣赏艺术家的

展览作品？想要把欣赏的作品保存下来并分享给

好友？这些困惑现在都可以快捷、方便地解决了！

你只需要手机下载“码上控”软件，打开软件，即时

查询首页海报的“艺术展览页面”，各种展览的情

况一目了然。从展览的地点时间告知、艺术家的生

平介绍，到展览精选作品的欣赏，还有艺术家们亲

自讲解创作时的感受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个页面

马上听到、欣赏到。看到喜欢的作品，还可以保存

在手机相册里，随时与好友一起分享，更可以在软

件内直接发布微博，分享给更多的好友和粉丝，操

作简单，方便快捷。现在，就马上行动吧！苹果手机

用户如果已经下载过“码上控”较早版本，可以在

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的“更新”中直接将“码

上控”更新到最新版本，新用户则可以登录苹果应

用商店

App Store

，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安

卓手机用户还可以在机锋、木蚂蚁、优亿、应用汇

等各大安卓应用市场中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苹果和安卓手机用户，也可以登录

e.chengdu.

cn

，点击右上角“‘码上控’软件下载”，快速下载

最新版本。 成都商报记者 陈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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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仿作

张大千仿石涛山水

张大千

《溪岸图》真伪再引激辩

参展艺术家丁苏恺作品《结束悲伤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