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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展信息
时间：11 月 22 日 10:00-20:00
    11 月 23 日 10:00-18:00
拍卖信息
时间：11 月 24 日 -11 月 25 日
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9 号）

A

厅

11 月 24 日

星期六

Nov. 24th Saturday

三层紫金厅

B

厅

11 月 24 日

星期六

Nov. 24th Saturday

10:00
瓷艺丹青—近现代文人瓷专场
      CERAMICS — MODERN CERAMICS

09:00
醇品
      SPIRIT SPECIAL COLLECTION

12:00
「中国古代陶瓷」天子印信 - 宫廷瓷器暨古代陶瓷艺术品专场
      CHINESE ANCIENT CERAMICS
      — Important Imperial Collection and Modern & Contemporary Scholars’Collection

11:00   现当代艺术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15:00
集萃—古董珍玩专场
     CHINESE WORKS OF ART

19:30
方物— 文人书斋长物
     LITERATI AESTHETIC—SELECTED CHINESE PAINTINGS AND WORKS OF ART
20:00
璀璨④—中国书画及古代艺术珍品夜场
      GLAMOUR—Fine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 Ancient Art Treasures

11 月 25 日

星期日

Nov. 25th Sunday

13:30
中国书画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17:30
止水—中国古代铜镜
     CHINESE ANCIENT BRONZE

18:00
丝路乾坤
      SILK ROAD AlONG THE WORLD

三层紫金厅

09:30
中国书画（精品拍第 23 期）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三层紫金厅

MIRRORS

19:00
斫木—古琴及明清家具专场
     GUQIN AND ANTIQUE FURNITURE OF MING AND QING
20:30
梵尘妙相—佛像专场
      HIMALAYAN ART

11 月 25 日

星期日

Nov. 25th Sunday

三层紫金厅

10:00
古董珍玩（精品拍第 23 期）
     CHINESE WORKS OF ART
15:00
中国古代陶瓷暨近现代文人瓷（精品拍第 23 期）
     CHINESE ANCIENT CERAMICS AND CONTEMPORARY CERAMICS

C

厅

11 月 25 日

09:30

星期日

Nov. 25th Sunday

二层多功能厅

万卷— 古籍善本专场

      RARE BOOKS - RUBBINGS AND MANUSCRIPTS

业务专家及服务查询

敬请买家注意

IMPORTANT NOTICE

一、本公司对拍卖品的真伪及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本公司郑

1.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Ltd. declares that the company provides no
guarantee for the authenticity or the quality of the Lot,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Ltd. shall not bear the liability for guaranteeing the drawbacks.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Ltd. strongly advise the Bidders to inspect
the original Lot personally on which they intend to bid before the Auction
Date by identification or other methods. Bidders shall judge the genuineness
or fakery or the quality of the Lot by themselve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the
Company’s catalogue, status explanation and other images and public materials of the Lot.
2. In the event of a successful bid, a complete single payment must be received
by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Ltd. with the purchase price plus an additional 15% commission.
3. Each Bidder shall take good care of his or her paddle affixed with number and
may not lend it to any other person. In case of losing the paddle, the Bidder shall go through the reporting procedure and with written agreed by the
Company. The person who holds the paddle is deemed to be the registered
owner of the paddle, whatever he or she is entrusted by the Bidder or not.
The Bidder shall be liable for using his or her paddle bid in the auction process, unless the Bidder goes through the procedure for report of losing in
the form of written agreed by the Company and such paddle affixed number
has been cancelled by the auctioneer’s announcement in the auction process.
4. In the event of a successful bid, a complete single payment must be received
by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Ltd. within seven days of the date of
successful sale, an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rchase price plus an additional 15% commission. In case the buyer can not make full payment, the
Buyer will lose the right to request the Company to refund the deposit and
the Company will keep the deposit.
5. The bidders have to pay for the entire payment, otherwise the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Ltd. would not allow anyone to pick the goods of the
auction.
6.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export clearance will not be granted for any Lot in the list
forbidden to be exported.

SPECIALISTS AND AUCTION ENQUIRIES

重建议，竞买人应在预展时，以鉴定或其他方式亲自审看拟竞
投拍卖品原物，自行判断该拍卖品是否符合其描述，而不应该
依赖公司拍卖品图录及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之表述做
出决定。
二、竞 买人若竞投成功，买受人须支付落槌价及相当於落槌价
15% 的佣金。
三、竞买人必须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竞投号牌，谨防丢失。未经本公
司书面同意，竞买人不得将自己的竞投号牌出借他人使用。否
则，竞买人需对他人使用其号牌竞投相应拍卖品的行为承担全
部法律责任。
四、买受人应付款项在拍卖日起七天内全部付清，逾期未付清者，
本公司将不退还定金，并保留进一步追究该买受人违约责任的
权利。
五、买受人以支票、汇票方式付款须待银行确认方可提货。
六、禁止出境清单中的拍品恕不办理出境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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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2

郭辉（b.1986） 游侠

谢爱（b.1981） 绛须弥

设色纸本

设色纸本

2015 作

2015 作

142×89 cm. 55 /8×35 in. 约 11.4 平尺

180×140 cm. 70 7/8×55 1/8 in.

RMB: 80,000-100,000

约 22.7 平尺

7

签名：郭辉
展览：“境·趣”联展，平艺术空间，北京，中国，

RMB: 90,000-120,000

2016

签名：爱
钤印：谢爱（朱）

“道客头”郭辉个展，平艺术空间，北京，

XIE AI Crimson Someru

中国，2017

GUO HUI

Color on paper

Ranger

Color on paper
谢爱 1981 年生于北京，2007 年首
都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研究方向：
工笔人物创作与研究。2007 当代大
学生艺术提名展，今日美术馆，北
京。2009“ 心 迹 丹 青”- 首 都 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孙志钧教授师生展，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北京。

植物对于我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尤其是局部。每个扭转、末梢、生长的方向……. 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仿佛站在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交点上，走进
了宏观世界，也以同样的方式走进了微观世界。其间无数的路径与通道，不知是出口还是入口，不知会通往何处！如同在隧道间，向内的进行与向外
的进行一样宽广！
郭辉，生于 1986 年生于四川，2011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获学士学位，现居北京，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世界之于我从来不是外在的它者，周遭的人、物、事和我从来都是内里同一的异相。我更倾向于把所谓画叫做迹象，此迹象同于万有，而别开维度。
毋庸置疑，所谓中西间，画种间诸种之隔阂实为莫须有。唯其精神性之统合，方知我即世界，世界即我。
— 郭辉

使徒保罗的一封书信中说到，人都要经历火的考验，才能看到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还剩下了什么（哥林多前书 3 章 10-15 节）。面对试炼，以及未
知的试炼，也许惧怕、懊悔，也许使尽全力还是会跌倒，但仍然不放弃有美好的盼望！
植物的枯萎、星辰的陨落，容器的破碎……然而在毁灭中还会生成某种新的东西，我希望能帮助观看者感受到一种慰藉、勇气和力量！
谢爱 2018

2803
曾健勇（b.1971） 大队长
设色纸本
89×73 cm. 35 ×28 /4 in. 约 5.8 平尺
3

RMB: 40,000-70,000
签名
健勇 2008

ZENG JIANYONG Leader
Color on paper

曾健勇，1971 年出生于广东澄海，毕业于国立华侨大学艺术系中
国画专业，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研修班，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传统中国画中水灵灵的人物不同，他画的是一群被剥夺了童年的孩
子，他们虚弱，惊恐，在被反复教导的过程中变得乏味而单调。他
坦言，当时上小学的儿子是这一系列绘画的灵感来源。学校教育在
一味地追求成绩过程中压抑了孩子成长的本性，他对此颇感不安，
“大队长”系列由此诞生。
“大队长”里的儿童是一面镜子，映射着成人世界固化的价值观。
人们忙碌，追逐，向着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迈进，却在这个过程
中失去了健康、亲情、友谊和爱。之后四五年，曾健勇延续了“大
队长”的形象特征，创作了“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和“头号人物”
三个系列，将焦点从对孩子的关注逐渐转移到自身生活的切身体验。

2804
曾健勇（b.1971） 少年
设色纸本
90×73 cm. 35 3/8×28 3/4 in. 约 5.9 平尺

RMB: 40,000-70,000
签名
健勇 2012

ZENG JIANYONG youth
Color on paper

2805

2806

阿海（b.963） 鸟人

高重飞（b.1983） 暗香有意之三

设色纸本

设色纸本

2012 作

130×31 cm.×2 51 /8×12 /4 in.×2

83×32 cm. 32 5/8×12 5/8 in. 约 2.4 平尺

约 3.6 平尺（每幅）

RMB: 5,000-20,000

1

1

RMB: 20,000-30,000
钤印：阿海（朱），孔晶海（朱）

A HAI bird
Color on paper

签名
高重飞（朱）
出版：《云水间  高重飞工笔花鸟画集》
，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4，06   p151

GAO ZHONGFEI plum blossom
Color on paper

阿 海，1963 年 出 生 于 中 国 南 京，1989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
业。现居住工作在北京。
阿海的作品在表征上具有工笔画的细腻
精致，但在情绪上又透露出写意画所独
有的丰富意蕴。在这些以笔墨为中心、
纸本为媒介的作品中，他通过对以往规
则的破坏达到规则的重建，实现其作品
的当代性转换。
在三十年的艺术实践中，阿海最终完成
了属于自己的南方叙事：唯美、颓废、
虚无。他凭借敏锐的触须感知世界并追
求诗意的呈现，他的画作表达了一个飘
泊者对其精神家园的追忆和礼赞。
近两年，阿海先后在德国、香港、澳门、
上海、南京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并
多次参加中国当代艺术家邀请展等国内
外联展。期间出版有《一个白日梦者的
世界》、《让马去往不存在的青草地》
等个人画册；并作为《艺术汇》、《世
界艺术》、《美术天地》、《国家美术》
等专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在国内外多种
艺术时尚杂志多次发表专题报道。同期，
阿海在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中也有不俗
的成绩。

高重飞，河南洛阳人。2006 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2010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
院美术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擅长工笔花鸟绘画，现
居南京。
世界变化的太快，相比各种“娱乐”消耗，我还是选择
这样呆坐着看这美妙的自然态，继续看，继续猜，继续
等着那一无所获的体验，毕竟还没到头，谁又能说这一
定是真的成空呢。花开花落就是一季，呼吸间，我们都
在变化，随着自然，或者说随着自己，也可以说是随着
亲人朋友、随着周遭的每一个路人。谁又能说的清所有
的必然或偶然呢，那么就安静下来自然的承担，承担所
有的上一秒。
总之，自然的动心，自然的动了笔，也自然的造就了另
外的自然，这都是绘事的意趣，或者说是“自然的给予”。

2807
张见（b.1972） 风景
水墨纸本
31×40 cm.×2 12 1/4×15 3/4 in.×2 约 1.1 平尺（每幅）

RMB: 30,000-40,000
签名
见

ZHANG JIAN Scenery
Ink on paper

张见 1972 年生于上海。
1995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获学士学位。
1999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获硕士学位。
1999 年任教于上海大学曾任美术学院国画系副主任。
2008 年 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副院长。

用我理解的传统技法去诠释我体验中的现代生活，使画面成为诸因素和谐而贴切的表达，这是我创作的基本态度。
—张见
当代工笔画坛中，多数画家沉迷于对人物的勾勒，唯独张见对风景尤为重视。张见自言，“从一开始我就把风景画独立于我的人物画，
相对于工笔人物画而言，工笔风景画更加没有太多有价值的范围可以借鉴，因此我更注重写生，我用自己对传统青绿山水的认识，来
对以往传统中国画从未涉及或认为不太入画的异域风景进行描绘。”在他看来，风景画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人物画，“归根到底，人
物的情绪来自于风景，人是风景的一部分，而风景画只是人物在画面上的暂时缺席。”
张见所借鉴的传统青绿山水，是经由唐代李思训、李昭道发展而来的金碧山水。此四幅“迷失的墙”系列，将他对金碧山水的体悟转
移到对金卡材质的处理上。原本附在画稿下的线描痕迹被保留在金卡上，留下未完成般的绘画痕迹。金卡独特的反光质地，将本应清
晰明了的外光景物模糊化，极低的能见度创造出虚幻的氛围。这是张见的有意为之，“我忽然觉得虚幻是通往博大的途径。”为了达
到想要寻求的虚幻效果，是否选择非传统的材质和技法，又有什么关系呢？张见代表了这一代青年工笔画家洒脱地告别过去的力量和
勇气。
“迷失的墙”系列没有人物形象出现，却有个隐形的“我”隐藏其中。风景与“我”被墙所阻隔，“我”仅能在铁门、栅栏和墙的边
缘看到有限的自然景象。张见人为制造的“边界”，具有某种物我差别、天人隔离的象征意义在其中。

2809
魏久捷（b.1984） 人间喜剧
水墨绢本
116×67 cm. 45 5/8×26 3/8 in. 约 7.0 平尺

RMB: 5,000-20,000
钤印：久捷（朱）

WEI JIUJIE human comedy
Ink on silk

2808
肖旭（b.1983）
设色纸本

半界

2014 作

81×176 cm. 31 7/8×69 1/4 in. 约 12.8 平尺

RMB: 180,000-220,000
签名
肖旭

XIAO XU ambiguous

“水墨”这一艺术形式根植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但随着世界文
化的交融，西方艺术逐渐在年轻一代中盛行。然而值得庆幸的是，
还有一些优秀的青年艺术家愿意追根溯源，选择继承并发扬传统中
国画的精髓，而肖旭就是其中之一。
作品通过艺术家创造意境的方式描述了一个奇幻的心理世界，一个
即若即离的世界；作品中水汽氤氲，浓雾弥漫，艺术家以鹿喻人，
表达了个体在苍茫世界中寻求存在意义、渴望找到同伴的心愿。细
腻的水墨笔触营造出透明画面，层层深入这如梦似幻的世界。肖旭
是年轻一代艺术家的代表，意图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人画中常见的
孤独与幻想。

Color on paper
魏久捷 ,1984 年生于重庆开县，2002 年考入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系，2006 年毕业获学士学位，2007 年考取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
2010 年毕业获硕士学位，现工作生活于重庆和北京。
魏久捷的创作观念中，绘画是为一种“反知识”、“反秩序”的思想方式，而不是在既有的图式结构和图像方法中追寻一种“正统”的价值典
范，这种热衷于“质疑”和“解构”的认知经验显然来自于对自我的“内省”：不是在传统的诗学和画学思想中寻求超越世俗的精神情怀，而
是在西方启蒙哲学以来的思想谱系中发现“批判”的力量和勇气。
— 魏祥奇
我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自己的创作，因为作品呈现的面貌很难概括，往往充斥着复杂、矛盾、混乱、疯狂的情绪和幽默、讽刺、荒诞、变态的气
息。这样的作品呈现的结构让人解读起来会有很多种可能性，而且每一种都能成立。在我的作品里，科幻、宗教、历史、神话这些题材只不过
是用来作为怀疑的形式而存在，背后是对这个世界的质疑和反思，对自己所感知的一切带来的恐惧和虚无感。这样的作品因为打破传统中国画
的审美精神而显得另类。
— 魏久捷

2810
徐乐乐（b.1955） 仕女
设色纸本

2015 作

70×34 cm. 27 1/2×13 3/8 in. 约 2.1 平尺

RMB: 100,000-120,000
钤印 : 长乐 ( 朱 )，乐乐画印 ( 朱 )，徐 ( 朱 )
展览：“开脸集：徐乐乐的功课”南京
逸空间 2015 年
出版：《开脸集：徐乐乐的功课》江苏
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5 年

XU LELE

Beauty

Color on paper

徐乐乐，1955 年生于江苏南京，1973 年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中国绘画，1976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到江苏农村体验生活写生。
1978 年进入江苏省国画院，擅长工笔人物，画法师承陈老莲。现为江苏省国画院一级美术师 。自 1986 年以来，作品连续在国内外展出和获奖 , 逐步
形成自己的绘画风格。代表作有 < 历代美女图册 > 等作品获 1987 年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首届作品展优秀奖，1987 年日本儿童书籍绘画大赛银奖，
1989 年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插图金奖。
她描写的历史典故，有夸张的人物造型、不协调的人体比例以及大鼻子小眼睛的美人无不失画面的幽默感，但细细品来又不乏意趣。笔墨表现得恰到好处，
调侃俏皮的不温不火，既具有时代特点的装饰趣味，又能在画面表现上具有学术水准，即便只是这一点便足以在中国画坛占有一席之地了。
作为“新文人画”派中的重要画家，徐乐乐以其清丽精致的笔墨，画古人、写古意、唱古韵、抒古趣，蕴藉着浓浓的画卷气。作为中国画坛引人注目
的女性画家，徐乐乐正是以其与众不同且意趣盎然的画风，越来越赢得人们的喜爱。

2812
黄丹（b.1979） 无忧
设色纸本
143×76 cm. 56 1/4×29 7/8 in. 约 9.8 平尺

RMB: 80,000-120,000
钤印：黄丹（朱）

HUANG DAN

Carefree

Color on paper

2811
段革新（b.1979） My Brother-21
设色纸本 2017 作
143×121 cm. 56 1/4×47 5/8 in 约 15.6 平尺

RMB: 30,000-50,000
签名：大段
钤印 : 段革新印 ( 朱 )

DUAN GEXIN
Color on paper

My Brother-21

段革新，1979 年出生于江苏省连云港。2004 年毕业于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绘画专业。2011 年毕业于南京艺
术学院版画专业获硕士学位。
在段革新的作品中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些词汇：孤独、
梦幻、
稚嫩。观念在此时变得模糊起来，甚至隐密于作者的情
绪之后。明确的指征被一种情感上的先行所替代，于是
我们发现这种作品更多的是倾向于一种思绪及状态的表
达。它具备艺术家个人的文本及生活经验，并被特有的
叙事方法所串联。然而，这些词汇的组成区别于过于沉
重的肉身以及固有的灵魂信仰，它轻松，甚至是简单的。
— 崔灿灿

黄丹，1979 年生于广西，1997 年考入
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进入水墨人物工
作室，2001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
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2004 年毕业于
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获硕士学位。
黄丹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带给观者的却是
舒展与放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黄丹的
作品应该列属于“治愈系”，从人物的
甜美到自然空间的豁达与宁静，艺术家
带领观众走上了一条心灵的修行之路。

2813
潘汶汛（b.1976） 观音与鹿
水墨纸本
68×54 cm. 26 /4×21 /4 in. 约 3.3 平尺
3

1

RMB: 30,000-50,000
签名：汶汛  
钤印：汶汛（朱）

PAN WENXUN Kwan-yin with Deer
Ink on Paper

潘汶汛（b.1976），杭州人。2004 年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毕业，
同年留校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2010 年获中国美院国画系
博士学位。
内在的宗教意绪，对敦煌艺术及宗教美术的深入研究，使潘汶汛的
作品弥漫着脱俗的神仙气息，每个形象似乎都接受了神性的洗礼。
安之若素，“心枯欲近禅”式的入定带来沁人的缕缕清风，红尘纷
扰转眼空，无量心得无量福，风波过眼，云烟一生。大写意的笔触，
精到简约的细节刻画，对宗教美术色彩系统的整合掇取，画面入古
而出新。个人的修养与品味表现得丝丝入扣，不着痕迹。

2814
谭军（b.1973） 舞裙
水墨纸本
107×77.5 cm. 42 1/8×30 1/2 in. 约 7.5 平尺

RMB: 10,000-20,000
款识：The Mythical Childhood is Far Away
From You

TAN JUN
Ink on Paper

dance dress

谭军，1973 年出生于湖南湘潭。2005 年 7 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获硕士学位。现居北京。其整合水墨与其他媒材，作品带有空灵之
感，并介于色于无色之间，以创新的材质组合方法营造出全新的视
觉经验。
艺术在实践中具有着某些超越历史、地域、文化的共同点：艺术是
人的感情、思想、精神世界的表现，总在反反复复地表现人的基本
人性、人的社会与时代特征以及独特的个性。艺术是人类不同感知
力、认知力以及不同形式知识和行动的结合。
— 摘自谭军《诗性的存在》

2815
郝世明（b.1977）

远山连暮色

郝世明，1977 出生于中国山东菏泽，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任教于武汉职业技术学院。2011 于首都师范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现
工作生活于北京、武汉。

彩墨绢本

RMB: 10,000-20,000
签名：郝（白） 世明（白）

gloam
Ink and color on Paper

李涛（b.1981） 跃 2
水墨纸本

45×97 cm. 17 3/4×38 1/4 in. 约 3.9 平尺

HAO SHIMING

2816

va gu e mo v n ta i n s v n d e r

传统水墨核心的“笔墨”之于郝世明得以消解和重构。在其笔下，水墨
的质感已经被改变。他通过松弛而强韧的笔触对物体的构形方式加以重
新组织，将原本固化的形态代之以灵动、自如的笔迹游走。通过对“物”
的参悟，弱化叙事的铺陈，以致回归本心，臻至物我同化之境。郝世明
的水墨开辟了另外一番天地，相互交织的墨线似乎暗涌着，自然的生机
繁茂之感犹在尺幅之间簇簇攒动。

70×140 cm. 27 1/2×55 1/8 in. 约 8.8 平尺

RMB: 10,000-20,000
签名：李涛
出版：《奇遇图》李涛作品，2014 年，亦安工作室

LI TAO Leap (serie 2)
Ink on Paper

李涛 1981 年生于西安
2003 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本科

2817
赵胥（b.1985） 小洇云山
水墨纸本

2016 作

49.5×151 cm. 19 1/2×59 1/2 in. 约 6.7 平尺

RMB: 100,000-150,000
签名：赵胥
钤印：赵胥私印（白）

ZHAO XU rockery
Ink on Paper

赵胥，1985 年出生 , 辽宁大连人，画家、收藏家。号朴庐，斋
号仰宋堂。少年起师承杨仁恺先生，2008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
院。精于水墨，笃好收藏。编著有《朴庐珍藏》《上虞罗雪堂
遗墨选》《和溪明月 - 杨仁恺先生纪念集》《陕西吕大临墓
出土文物》《盍簪乐事 - 沐雨楼友朋翰墨》等。

赵胥笔下的莲蓬、赏石、古柏都呈现的是一种静止、稳定的状态。对赵胥来说，这是一个生命的凝固状态，而它们带有的生命质感却
在一直吸引他。“生命感不见得是活生生的摆在那里的状态，它是生命不断退去以后，凝结成为永恒的感觉。”这是他对恒定美感的
向往，也是对传统的致敬。这幅山石水墨与建福宫花园相映成趣，让水墨艺术穿梭于历史与当代，关照古今。
美术史论家薛永年先生认为：“赵胥的画，聚焦干枯的莲蓬与寿石，题材精粹、单纯，立意并非朝花夕拾，亦非画生命状态，而是讴
歌永恒的生命。他的干枯的莲蓬，或仰或俯，或正或背，千姿百态，均无莲实，但那铁铸的感觉，分明是鲜活生命的延续，昔日中通
外直的品质，通过干枯的形式固定下来，远离了生命的轮回，彰显了没有消亡的精神。如果说，他画的干枯的莲蓬是生命的凝固，是
生命精神的永驻 ; 那么他画的寿石，本身就是历尽沧桑的不朽精神。”

2818
秦艾（b.1973）
设色纸本

探幽

2015 作

38×318 cm. 15×125 1/4 in. 约 10.9 平尺

RMB: 300,000-500,000
钤印：秦（朱，艾（朱），秦艾之印（朱），山房苒（朱）
出版 :《新墨色：中国当代水墨选集》，藏新艺术有限公司，台北，2017 年，
第 84-85 页

秦艾锐意采用传统工笔作为她自成一格的表达方式；结合传统矿物颜料、纠结复杂的分层笔法以及柔和的调色来建立她的视觉叙事。虽然秦氏在写意
风格方面同样出色，但她视工笔画有如导演电影或戏剧，津津有味地享受工笔那缓慢渐进的过程。她说：“画画的时候，你就是自己的导演，你会导
演一种场景，安排一些东西，然后把东西画出来。”因此，其细腻的构图往往看似以布帘或是精美细致的壁纸点缀着背景的舞台。那些彷如相片般逼
真的动物被精美地呈现着—我们可以看见马背上一根根的鬃毛，豹爪子的软垫，或雀鸟的凌乱羽毛。
工笔的原意志在呈现真实，然而秦艾挑战这个概念，并构建出难以捉摸的假想世界。虽然这些景象并不代表现实世界，却产生共鸣并吸引我们。观众
紧随画面，却有感只是仅仅目睹了一次稍纵即逝的时刻，而不是整个的故事。
秦艾的画作代表着水墨画传统正在重新演绎和进化。秦氏的作品根植于细腻的情感和工笔错综复杂的细节，其绘画超越了水墨传统的结构和表现手法。
于她而言，水墨画不过是她精心建构叙述的一种手段；通过图像，秦氏向人透露绝密的情感和在她内心所发生的凄美时刻。正如她所说：“我平时给
别人的感觉是比较开朗 - 譬如，我不告诉别人我的星座，人家很难猜到我的星座。因为我的伪装性还是很强。我可能会把我比较隐秘的情感放在我的
画里面。然后和看画人有一个对的沟通。”

展览 :“笔墨纸砚”- 格式与想象联展，广州，中国，2018

QIN AI Adventure
Color on paper

秦艾 1973 年生于江苏省南通市。
1996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
现为职业画家，生活于南京。

秦氏在她的艺术生涯里，一直从不同且广泛的来源汲取灵感；从宋徽宗、赵孟俯和倪瓒；以至日本摄影师荒木经惟和杉本博司；荣穆克（Ron
Mueck）和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电影、音乐、戏剧；以及她自己的个人轶事和经验。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秦艾的画作都是复杂的，视
觉意象亦是如此多样。虽然她大多数的早期作品包含了中国美学元素，但在过去的几年，她已经远离这种影响。秦艾近期水墨画的意象包含了错综复
杂的马赛克地板、罗马拱门和柱子、洛可可花卉图案的壁纸。这些元素在水墨画的范畴里并不真实。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今天多元化的艺术环境里，
几乎不可能在没有西方艺术影响下创作水墨画。
内省、宁静，秦氏的绘画代表她自我发现的旅程。尽管时而暧昧，时而神秘，作品均反映出作者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
— 汪铃

2819
彭薇（b.1974） 彩墨锦系列
设色纸本

2007 作

彭薇 ，1974 年生于成都。1997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东方文化艺术系
中国画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2000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人文学院
美学专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其美术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参展。2000
年到 2006 年任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杂志社编辑。2006 年
至今为北京画院画家一级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2820
水松石山房主人（b.1943） 向石园致敬
水墨纸本

2010 作

85×155 cm. 33 /2×61 in. 约 11.9 平尺

79×143 cm. 31 1/8×56 1/4 in. 约 10.2 平尺

RMB: 200,000-300,000

RMB: 70,000-90,000

钤印：彭薇（朱）

钤印：水松石山房（朱）

PENG WEI ink Color brocade series

SHUI SONGSHISHANFANGZHUREN

Color on paper

stone

1

Worship the

Ink on paper

在《彩色锦绣系列之一》中，彭薇于宣纸上细致地层层着色，染出一袭石青色，直领阔袖的对襟披风，呈现如羊毛绒织物质感。披风上以粉青、粉靛、
粉红与白色交染出由天鹅、莲花与芦草交织成的暗纹花饰，如螺钿般的光彩说明纹饰是以金丝银线所绣成，而对襟与袖沿一抹狐皮更见其奢华。
此「天鹅穿荷莲纹」源自宋元时期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的放牧狩猎传统，先见于元代春水玉「海东青鹘捕天鹅」的玉雕构图，慢慢演变增
加了荷莲、芦苇、水波纹等景观物像，乃至到最后省略海东青而仅保留「天鹅穿荷莲」的内容与视觉空间。艺术家把承载着历史文化变迁的
标志画于一件华贵的明朝士子的披风上，仿佛在诉说其眼中的中华盛世一幕，时光荏苒，在改朝换代中文化交流互融，已经融入到大汉文化
中的契丹贵族青年披上此披风，在上元节灯谜会之下静候那相约的汉家女子。

水松石山房主人，本名 Hugh Moss（莫士撝）， 英国人，在中国以「水松石山房主人」而闻名，从事专业中国艺术品收藏逾四十年，为世界著名的
鼻烟壶收藏家，藏品并包含古董、字画、近现代书画及当代艺术。近二十年来，他潜心投入水墨创作，于英国及香港两地皆有工作室，其风格独特的
水墨艺术作品，笔墨独具美感。
在文化融汇的当下，才能有这般的艺术家与艺术。通今古，贯中西，讲述独特视角下的东方与西方的交汇，造形与写意的转换，冥想与意念的升华。
他的画作常以“物”入画，然而在这些或写石杖，或状山水的作品中，却常可见到“祥龙”、“罗汉”、盘桓的“古树”或“野径”，甚至是奇异怪
状的“云”等等各种物象。于是乎，所具之象变得动态而有张力，仿佛捕捉到了神物幻化时的一瞬，可谓造奇境于观者眼前，引人入胜，将观者代入
另一个幻境之中，其间怪石神兽，异人神山，好不奇妙！艺术家在具象与抽象间寻得一方天地，在形意转换之中参悟与修行。

2821
梁铨（b.1948） 无题
色·墨·纸本拼贴
60×90 cm. 23 5/8×35 3/8 in. 约 4.9 平尺

梁铨 1948 年生于上海。1964 年入浙江美术学院附中，1983 年毕
业于美国旧金山美术学院，1984 年至浙江美术学院任教，1995 年
调入深圳画院现为深圳画院专职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
多次入选全国美展，有作品被大英博物馆等收藏。参加过“况建军
50 周年全国美展”、“全国水彩画展”、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
现代版画展》、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现代艺术展》等国际性展览。

2822
梁铨（b.1948） 无题
色·墨·纸本拼贴
90×120 cm. 35 3/8 ×47 1/4 in. 约 9.7 平尺

RMB: 50,000-70,000

RMB: 150,000-180,000

签名
梁铨  2008

签名
梁铨  2012

LIANG QUAN

Untitled

Ink and color collage on paper

我的画面不再固守于面面俱到的“满”，而转向对于“空”的追求，风格转变之时，我的心情很平静，甚至没有任何心情。以画面来实现“空”
的境界，可以说易如灵机一动，也可以说难如看山跑马。这种“空”和文人画的“空”不尽相同。文人画的以“空”表现“实”，但是如果单
纯想表现“空”本身，又当如何行事呢？它绝非是落一笔那么简单，但是如若落了一笔，这一笔落在何处？落笔之处顿时就失去了“空”。落
与不落之间不能有任何区别，否则一念之差，全局的境界也就随之成为梦幻泡影了。
— 梁铨

LIANG QUAN

Untitled

Ink and color collage on paper

梁铨能够把形式元素从具体生活和历史记忆中隔离出来，能够在所
有的艺术实践层面上找到趣味要素和其他区别性单元。梁铨先生一
直坚持简单、质朴、内心的艺术态度，几十年如一日的进行抽象艺
术创作，在中西方抽象艺术概念的转换中，将“空”这样一个禅宗
概念放入抽象水墨实验中，这样的立场或者出发点以中国的方式丰
富了世界抽象艺术。
梁铨是中国重要的抽象艺术家之一，他的艺术创作丰富了当代水墨
的哲学意义，他将水墨的自然性与空无性悠然自得的加以发挥，将
中国传统意境的审美体验融汇于朴素淡雅的抽象水墨之间，以一种
非传统的表现方式展现传统水墨艺术的意境和内涵。
如梁铨本人所说，其画作上井然有序的线条、不同色块的覆盖和涂
鸦式的点缀都是他内心世界的映照，传达出理性与克制的气质，表
现出了抽象自然主义的幽微诗意。他的作品画面雅致、自然，色彩
淡雅、清明，层次丰富且细腻空灵，以传统水墨展现出“空”的境界，
表现出传统文人画的古风意味。

2823
王天德（b.1960） 后山
水墨纸本

2014 作

177×101 cm. 69 5/8×39 3/4 in. 约 16.1 平尺

RMB: 280,000-350,000
签名 : 王天德 2010
钤印：王（朱），王天德印（朱）
出版：《后山图 - 后山》，p142，古吴轩出版社，2015 年
展览：《后山 —王天德个展》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至 2014 年
10 月 8 日在苏州博物馆展出。

WANG TIANDE

Strength

Ink on paper

王天德，1960 年生于上海，1988 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
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任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传达设计学
院院长，复旦大学艺术设计系主任，教授。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博
士研究生。

作为当代水墨的一个实践者，具有扎实的传统文人画学养，但他从未拘泥于传统形式，即使同样追求“气韵”，其表现形式和艺术语言却突破
了单一而传统的界限。薄软的纸和一副磨蚀的拓片、古代书画拼接，艺术家用自己敏锐的感知力，将多种元素带来的不同感受浓缩到一件作品
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探讨书写与再制造之目的。
艺术家以火灼取代毛笔书写的手法，将灼空的山水或书法创作覆于古代石碑拓片和册页之上，造成局部镂空线形，不仅像是经过岁月和风雨的
侵蚀，而且改变了欣赏传统书画时图文分立的惯常模式，形成王天德总体的视觉语言，在客观上营造出了一种互相对视的氛围。

2825
徐加存（b.1977） 树之（3）
水墨纸本

2013 作

徐加存，1977 年出生于山东莱芜。2000 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
院。2000-2005 年赴西藏工作，任教于西藏拉萨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2008 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师从刘进安先生，
首都师范大学现代水墨研究所研究员。现任教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68×100 cm. 26 3/4×39 3/8 in. 约 6.1 平尺

RMB: 10,000-20,000
2824
刘子健（b.1956） 时间的碎片
水墨纸本

刘子健，生于 1956 年，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曾任第一届
南京水墨传媒三年展傅抱石奖评委。现为深圳大学美术系教授、硕士生
导师，中国室内设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2007 作

69×69 cm. 27 1/8×27 1/8 in. 约 4.3 平尺

RMB: 15,000-30,000
签名
刘子健  2007.12

LIU ZIJIAN Fragment of time
Ink on paper

也许，中国的水墨起源时，与文字的纠葛太多，篆、隶、真、草、行太
注意笔的用锋，书写束缚了画画的用笔；也许中国水墨在发展中，工笔、
写意、泼墨的分野太拘谨，使画画少了一份信马由缰的洒脱；还有一种
发现似乎还要被许多人质疑，画画干嘛一定要拜谒古人，那古人他去拜
谒谁？
《时间的碎片》好像玩的是大水墨气势，笔的作用被降低，墨色更讲究
的是铺设效果。大面积的黑和白间隔了画面，黑色凝重肯定，淡墨多变，
大小穿插看似无序，其实个中隐藏着有序。
淡墨稍有墨韵，那是构筑画面动感的必须；抽象水墨是不需要画具象物
的，但具象物的局部，是少不了的，这是抽象画家都会掌握的原理：具
象的宏观和具象的微观都是抽象。
刘子健画的是《时间的碎片》，展现的那是宇宙星际神秘，一种水墨在
绘画中，现代价值的体现。

钤印：加存（朱）
出版 :《首届 70 后水墨大展作品集》，江苏美术出版社，P237

XU JIACUN Trees (Serie 3)
Ink on paper

在画面黑色区块的“树木”的描写中，就大量运用浓、淡、干、湿的墨
法和墨色之间的叠压交混而形成某种的“深黑”效果，令整个画面“黑
中有黑”、“黑中透亮”；而在指意天空的白色区块，艺术家又藉助于
微妙的淡墨和水分的流淌，营造出了“白中有白”、“白中透白”的“浅
白”的视觉体验。“深黑”的效果或者“浅白”的体验对应的是徐加存
更高的艺术追求，即通过画面所表达的不是物象本身的形体和墨色化的
色彩，而是通过升华到黑白两色来表现物象并超离物象的自由境界。

2827
王国平（b.1962） 色异 -4
水墨纸本

2016 作

98×66 cm.×4 38 5/8×26 in.×4 约 5.8 平尺（每幅）

RMB: 120,000-150,000
签名
国平

WANG GUOPING Artistic concept
Ink on paper

王国平，祖籍浙江丽水，自号子如居主人，1985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现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工艺美术学会会员，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浙江省考古学会理事、古陶瓷鉴赏家、文化学者。1985 起在丽水市文化局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及研究工作至今。
我的《色异》等系列作品，期望能更多地让观众产生现实的审美联想，让他们在中国艺术这块磐石上，欣赏中国现代艺术那有别于传统与经典
的那份翰墨之香、丹青之美。-- 王国平

2826
徐加存（b.1977） 树系列 - 风景
水墨纸本
101×69 cm. 39 3/4×27 1/8 in. 约 6.3 平尺

RMB: 10,000-20,000
钤印：加存（朱）

XU JIACUN tree series -scenry
Ink on paper

以形式感极强的图式，将古老的水墨注入时代精神，提升到至高的哲学意境，表达了作者在思想上、艺术上追求新的超越，探索出全新的新图
像语言，让人们对笔墨艺术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作为一位文化工作者，他不失艺术家的浪漫风骨。而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又是一位“思古”却又不“泥古”的学者。其实，正是这两种身份的
统一，让他真正“读古解史，以鉴今朝之文艺”。

2828

2829

杨兰竹（b.1983） 夏

田黎明（b.1955） 仕女

设色绢本

设色纸本

80×46 cm. 31 3/4×18 1/8 in.

95.5×59 cm. 37 5/8×23 1/4 in. 约 5.1 平尺

约 3.3 平尺

RMB: 30,000-50,000

RMB: 12,000-18,000
签名
杨兰竹印（白）

YANG LANZHU

款识：李伟先生存之黎明
钤印：田黎明（朱）（白）

TIAN LIMING Beauty
Summer

Color on paper

Color on silk

杨兰竹，1983 年生于北京。毕业
于首都师范大学。师从张桂徵，
王玉良，龚文桢先生。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派驻法国巴黎国际艺术
城文化交流学者。

田黎明，1955 年生于北京，现为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画艺委会委员，北京美协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
国国家画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田黎明的绘画秉承了中国画的那种静谧，飘逸和洒脱，保持了中国画诗意的韵味和书香气。他的“诗意”是建立在水墨材质的视觉表现上，巧
妙地营造一个梦幻、朦胧的乌托邦。田黎明将围墨。融染、连体的画法同意在充满光感的基调上，阳光下的景物光亮，跳跃，光与影、动与静
相互交错，相济而生。他把对象化解为充满情绪化的色块，把水、墨、笔、纸转换成为天然的诗韵。正如；老子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
欣赏田黎明的画仿佛能体会到人生、社会、自然当中的阴阳与虚实之变化。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体悟这种阴阳虚实相生相济，在生活的开合聚
散中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能够体会到田黎明的艺术方式其实正是一种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

2831
党震（b.1973） 风景
水墨纸本
66×144 cm. 26×56 3/4 in. 约 8.6 平尺

RMB: 30,000-50,000
钤印：雨辰（白），党震（白）

DANG ZHEN scenery
Ink on paper

2830
党震

天使

水墨纸本
65×71.5 cm. 25 5/8×28 1/8 in. 约 4.2 平尺

RMB: 20,000-40,000
钤印：雨辰（白），党震（朱），中西合璧（朱）

党震，1973 年生于山东济南，回族。1996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为山东艺术学院讲师。2004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田
黎明工作室攻读硕士学位。现调至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任副教授。

DANG ZHEN Angel
Ink on paper

党震对自然形态中的形式元素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并且有能力从中发展出自己的语言方式。画出了一个现代人对黄土高原的一种新的感受。所
谓“新的感受”，即是通过一种新的审美途径去解读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这种新的审美途径就是一种将现实风景具象化的感性创造过程，它
既有别于传统山水画、西洋风景画，也有别于纯粹的抽象艺术，因为它还保留了生活源头的某种符号。

2832
刘琦（b.1979） 可爱的你
水墨纸本
179×95 cm. 70 1/2×37 3/8 in. 约 15.3 平尺

RMB: 60,000-90,000
钤印 : 奇子、刘琦之印
出版 : 查出版。
展览：“柒舍雅集水墨展：艺术家的理想”，
今日美术馆，北京，2014 年。

LIU QI cutie
Ink on paper

刘 琦，1979 年 10 月 2 日 生 于 山 东 博 山，
2001 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教育系，获
文学学士学位，2005 年，山东艺术学院国画系，
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教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
学院国画系意笔人物工作室。

2833
杨和平

问花笑谁

设色纸本
69×70 cm. 27 1/8×27 1/2 in. 约 4.3 平尺

RMB: 10,000-30,000
钤印：杨（朱），和平印信（白）
款识：杨和平

YANG HEPING ask who is smiling
Color on paper

杨和平，老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家。
who is the flower laughing af
俗与拙，极难登大雅之堂。而大雅大俗、大巧若拙必非凡人也，杨和平
似乎就那么轻描淡写地做到了。
观杨和平的画，只一眼就被它独特的魅力吸引了。看似简单的线条，漫
不经心的勾画，随心所欲的着墨，组合起来却让人感叹不已，这种独特
的艺术效果让人着迷。杨和平爱画花鸟，每只大鸟、游鱼在杨和平的笔
下，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性格，它们有了自己的灵魂。
大雅大俗、大巧若拙，杨和平练就了一门绝世武功，无招胜有招，“杀
人”如无形之中。看似涂鸦的世界，却有着无限的灵性和生命力。老子
曾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这就是那门绝世武功吧。
杨和平的画，只一瞥，再也无法忘却。

激烈紧张、张力十足的画面，显现出向上的喷薄之力，总会在特定的情境中触动众人；面无表情，却倚着平缓的节奏，呈现出人们内心寂静的常态。
后者比前者真实，也更本能，静置着难以掩饰的力量：一种藏于精神罅隙中的、力透纸背的感情。
面无表情，或许无“情”，却是最具情节性的面具，可以是沉默、思忖，也可以是空洞、彷徨，尽管它们的表面始终都显现着：波澜不惊。无“情”
的人物形象，筑造了一个闭合的磁场 - 不仅存在于画面人物之间假想的暧昧关系里，也显现于画家与众人一纸之隔的精神对话之中，仿佛是个悖论。
然而毋庸置疑，无“情”的磁场，确是刘琦的人物画给予我的初始印象。

2834
李津（b.1958） 杨万里诗意
设色纸本
136×69 cm. 53 1/2×27 1/8 in. 约 8.4 平尺

RMB: 150,000-180,000
款识：泉眼

LI JIN

Wanli Yang's Poetry

Color on paper

李津，1983 年 8 月 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目前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
李津的画，取材于“普通人的普通画法”，通过对生活场景的描绘，反映了亲情之间的微妙情趣。他对素描的理解涵盖于中国水墨画
的技法之中，并将当代表现色彩和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了一条有着独特风格的当代艺术的发展道路。
冯骥才评价他的画时说：“李津的作品总是理想主义的回归于昔日的田园；至于他那种在东方的乡土的文化驱壳中变异的现代形象，
应是一种深层的富于哲学启示的精神象征和文化象征。”
他是中国最杰出的青年画家之一，被美术界称为最有灵性的天才式艺术家。现任天津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副教授是，学术委员会委员。
李津的画，取材于“普通人的普通画法”，通过对生活场景的描绘，反映了亲情之间的微妙情趣。他对素描的理解涵盖于中国水墨画
的技法之中，并将当代表现色彩和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了一条有着独特风格的当代艺术的发展道路。
冯骥才评价他的画时说：“李津的作品总是理想主义的回归于昔日的田园；至于他那种在东方的乡土的文化驱壳中变异的现代形象，
应是一种深层的富于哲学启示的精神象征和文化象征。”

绘画对我来说是一种寄托，在这里除了乐趣，还有一种消磨感。就如同一个人在编故事哄自己玩。所以，故事编得越逼真，达到的效
果就越好。画画的时候可以忘掉很多烦事。生活的选择决定了艺术家的创作道路，我的生活选择一直是随遇而安，由于不善于思考，
故乐趣来得容易些 ……
关于水墨画如何表现当代生活，水墨画这个概念有点儿吓人，就是包容的东西太多，好几十代人打造的境界，技术，语言，形象，就
是高不可攀。我只能说我敢拿毛笔画画，就是没有多想水墨的意义，还是简单的把它作为一种材料和技巧。作为中国人，我们已经站
巨人的肩上了，知足吧！
真诚的对生活，对自己，对艺术加上点自信。如果都从自己做起，水墨的明天是美好的。我觉得逗你玩容易，逗自己玩难。最牛 B 的
人就是会逗自己玩的人。
— 李津
李津充满强烈个人色彩的作品，吸引了国际化的眼球，同时也拓展了传统水墨的边界。
他的作品会让人想起当下，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生活。
乐趣就成了李津艺术的“主旋律”，李津画面中所有的形象创造，无论是男人、女人、美食、食具、茶具、花花草草，都充满了生活
的情趣，诙谐好玩，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2836
朱新建（1953-2014） 僧佛图
纸本水墨

1985 作

68×45 cm. 26 3/4×17 3/4 in. 约 2.8 平
尺

RMB: 20,000-30,000
款识：新建乙丑年在南京写
钤印：新建（白）

ZHU XINJIAN Monk Buddha
Ink on Paper

2835
李津（b.1958） 养怡图
水墨纸本
40×44 cm. 15 3/4×17 3/8 in. 约 1.6 平尺

RMB: 20,000-30,000
款识：养怡图 李津制
钤印：李津之印（朱）

LI JIN

Peaceful

Ink on Paper
朱新建（1953-2014），江苏省南京市人，著名画家，新文人画领军人物，不仅在中国画上有所建树，作品还涉及油画、漫画、少儿画等领域。1980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留校任教，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获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银质奖；作品《除三害》获全国少儿图画优秀奖。
1987 年为上海美术电影厂、中央电视台设计动画片《老鼠嫁女》、《金元国历险记》、《皮皮鲁与鲁西西》的人物造型，动画片《选美记》的造型设
计获上海美术电影厂优秀奖及金鸡奖提名。曾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展，并参加重要展览。作品曾被中国美术馆、法国国家图画馆、比利时皇家历史博物馆、
巴黎美术学院等机构收藏。

2837
朱新建（1953-2014） 到处花枝
水墨纸本
68×68 cm. 26 3/4×26 3/4 in. 约 4.2 平尺

RMB: 60,000-80,000
款识：到处花枝 大丰新建画
钤印：脂粉俗人（朱），朱新建印（朱）

ZHU XINJIAN

Lovesick

Ink on Paper

朱新建一生以“下臭棋，读破书，瞎写诗，乱画画，拼命抽香烟，死活不起床，快活得一塌糊涂”为信条，以寥寥数笔画尽天下女人媚态的画
坛鬼才朱新建在作家叶兆言眼里，如同金庸笔下的“独孤求败”，以无招胜有招的“任我行”方式驰骋在当代画坛。朱新建天性中的好色，加
上一个他从禅宗里悟出的“真”，令他敢于用中国文人上千年炼出的一套本用来表现禅心道骨月白风清高山流水的笔墨大法，放诞无忌地涂抹
着一个个脂粉俗人 - 用他的话说，我用齐白石的笔墨画女人。他在自觉不自觉间，完成了一个启蒙式的动作。
陈丹青认为朱新建笔下的美人既不是罗丹式的女体写生，更不是费舍尔的情色画面，朱新建的画中其实没有“性”，至多只能被看作性的幻想、
随笔、涂鸦 - 在他画中的女子都是臆想的、杜撰的、同一的：一位被作者指定扮演“闺房独守”的小姑子似在沐浴或性事的前后，抑或正在
乘凉而“思春”。朱新建的这些“情色”作品超越了古人的春宫画。他使我们承认：他的“新文人画”存心背弃文人画所有元素与规矩，犹如
将文言彻底白话、方言化。朱新建通过艺术向世人证明他们活得如此真实。而中国，尤其需要真实。

2838
朱新建（1953-2014） 白浪滔天
书法纸本
82×60 cm. 32 1/4×23 5/8 in. 约 4.4 平尺

RMB: 10,000-20,000
钤印：新建图章（朱）

ZHU XINJIAN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on paper

2839

2840

朱新建（1953-2014） 观花图

朱新建（1953-2014） 观花图

设色纸本

设色纸本

1991 作

1991 作

32×62 cm. 12 /8×24 /8 in. 约 1.8 平尺

32×62 cm. 12 5/8×24 3/8 in. 约 1.8 平尺

RMB: 15,000-30,000

RMB: 15,000-30,000

款识：观花图 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兴春风容易别，大丰
新建一九九一年制
钤印：新建图章（朱）

款识：观花图 大丰新建一九九一年制
钤印：新建图章（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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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XINJIAN
Color on paper

3

Blossom in the yard

ZHU XINJIAN Blossom in the yard
Color on paper

荒木经惟，1940 年生于日本东京都台东区，摄影师、
当代艺术家。1959 年进入国立千叶大学主修摄影与
电影。1963 年，从工学系摄影专业毕业，进入日本
著名的电通广告公司任广告摄影师。1964 年获得日
本摄影界的殊荣 - 第一届“太阳奖”。1999 年成为
太阳奖的评委会主席。荒木经惟出道以来出版了超过
350 本出版物，且数量每年仍在增长，因此他被认为
是日本乃至全世界最多产的艺术家之一。

他是当代国际摄影界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众说纷纭，褒贬两极，毁誉不一。有人说他是
城市情欲风景的窥视者；有人说他是以暴露自己私密日常生活，挑战公共领域美学形式的
玩弄者；有人说他是无可复制的日本后现代文化代言人、东方先锋艺术的开拓者。无论外
界如何评价，这个年过七旬还是爆炸卷发奇装异服的日本老头，四十多年来我行我素永不
疲惫，几乎每天都没有停止按下快门。裸体、捆绑、SZQ、虐恋、绳艺、花卉、猫、爬行动物、
天空、死鱼、工作、玩乐，他总是一刻不停地用充满情色与死亡暗示的画面记录东京的末
世狂欢。

2841
荒木经惟（b.1940） 渡天楼
书法纸本

2016 作

63×100 cm. 24 3/4×39 3/8 in. 约 5.7 平尺

RMB: 25,000-35,000
钤印：荒木经惟（朱），A（白）

HUANG MUJINGWEI
Calligraphy on paper

Calligraphy

2842

2843

荒木经惟（b.1940） 借酒相送

荒木经惟（b.1940） 二泉映月

书法纸本

书法纸本

74×72 cm. 29 /8×28 /8 in. 约 4.8 平尺

94×97 cm. 37 ×38 1/4 in. 约 8.2 平尺

RMB: 25,000-35,000

RMB: 25,000-35,000

钤印：荒木经惟（朱），A（白）

钤印：荒木经惟（朱），A（白）

HUANG MUJINGWEI

HUANG MUJINGWEI

1

Calligraphy on paper

3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on paper

Calligraphy

守道与传承

—学院写实

郭润文 , 男，生于 1955 年，籍贯浙江，1982 年毕业于上
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获学士学位，1988 年结业于中央
美术学院油画系助教班。现任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
系副主任，广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
创作院特聘研究员，中国油画学会艺术委员会委员、常务
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郭润文的“与众不同”，主要是他是我国现今油画家中，将“宾
卡斯油画技法”运用得最好的画家之一。“宾卡斯（Abrahan
Pincas）”，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绘画技法教授。于 1987 年
10 月至 11 月间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绘画材料技法”讲习班。来
自全国各地 30 多名学员参加了讲习班。主要“依托材料的选择”，
对油画作品进行“用材配制”的“深化运用”，使油画作品产生更
好的视觉效果。如，根据创作需求和依托材料质地的软硬来选择不
同的准备方式；画布涂料剂的配制；画布制作底子的步骤；动物胶
的使用步骤；达玛光油的配制步骤。“技法”全面阐述了制约油画
的化学及物理要素、油画的材料及工具的准备、油画的技法及步骤、
作画的原则等等内容。
略知了一些“宾卡斯技法”后，本人有了新认识：油画真正的技法
并不是只停留在“绘画中”的技法。而由西方创造并流传了几百年
的“油画”画种，它创始源头的“用材与技法”，研制底色颜料，
所需材质配置使用等等，都应属于大概念的”技法“呵。
有评论说，郭润文一直执着于写实主义油画的探索，是中国油画家
中将“宾卡斯技法”继承得最好并有所发展的画家之一，也是作品
图式经常被模仿的画家之一。“精致的画面语境”和“繁复的制作
技术”是郭润文作品的重要特征，谨严的油画制作程序使得郭氏创
作非常费时耗力，但也为他闻名中国画坛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从 1984 年创作并参加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
的油画《生命》开始，郭润文在写实人物画领域走过了 30 年。他
精通风景画、静物画，但毫无疑问真正属于他的领域是写实人物画。
他一以贯之的写实信念在复杂纷纭变幻莫测的艺术之路中显示出超
人的魄力，从复杂的政治变幻乃至人生感悟中加强了艺术的精神品
格和审美意蕴，并赋予中国当代写实人物画风以新的内涵。郭润文
画中的“神秘主义是其画风的底色”，象征、隐喻以及时间错位、
怀旧气息构成了郭润文创作手法和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郭润文是一个对传统技法十分迷恋的画家。他对技法的要求十分挑
剔，无论是画面的形式还是整体气氛都非常讲究。他画面的语言形
式可追溯到文艺复兴盛期的作品，从其作品可以看出他对 19 世纪
中叶学院派绘画的借鉴。我们从他的绘画里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就是模糊了时间性，同时他把时间的跨度拉大了。这是他长期追寻
研究的结果。画家大量采取象征、隐喻、幻想性的手法对现实进行
描述、表现了一种经过创造的现实。在他的近期作品中，画面空间
更趋向一种压缩性的浅空间结构，光影也更为主观，使作品产生出
强烈而凝重的深度幻觉和一种纪念碑式的肃穆和冷峻气氛。
“简约、静穆和高贵的精神”。郭润文的写实绘画是对油画传统的
重新追溯，也是对当代油画的成功推进。写实画派是中国油画艺术
史中最重要的艺术流派之一，郭润文作为写实画派中的扛鼎人物，

一直在中国主流画坛扮演重要角色。郭润文艺术创作的艺术创作成
就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和他之前数代油画家以学习欧洲印象主义
的写实系统不同，郭润文不仅仅远溯法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符合古典
造型的审美趣味，而且“注重在西方古典传统技法和中国艺术的神
韵之间达到一种微妙的融合”。呵呵，这也许就是郭润文成功的原
因之一。
作品参展获奖情况：
油画《生命》1984 年参加由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前进中的中国青
年美展”；
油画《回草原》参加第七届全国美展（代表作）；
油画《失去的空间》参加第八届全国美展；
1993 年，油画《痕迹》参加首届中国油画双年展获学术奖；
1994 年，油画《永远的记忆》参加第二届中国油画展获中国油画
艺术作品奖；
1995 年，油画《梦归故里》参加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获铜奖；
1997 年，油画《广州起义》参加中国艺术大展获优秀作品奖；
1999 年，油画《沉浮》参加第九届全国美展获银奖；
2000 年，油画《梦归故里》参加二十世纪中国油画展；
2001 年，油画《十九世纪铁匠铺》参加“研究与超越”-- 中国小
幅油画大展获艺术奖。
2003 年，第三届中国油画展中国油画艺术奖；
2004 年，第十届全国美展评委。作品曾收录在《现代中国美术全集》
（油画卷）第三、四册，《中国当代油画集》（古典风油画）第二
册，《中国当代油画精神景观 -- 记忆与忘却 -- 中国肖像》，《中
国油画肖像艺术百年》，《第九届全国美展获奖作品集》，《世界
华人艺术家成就博览大典》，《二十世纪中国油画展画集》等。曾
发表于《中国油画》、《江苏画刊》、《美术》、《中国艺术》、
《艺术家》（台湾）、《艺术与生活》（意大利）。
郭润文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人们分析我的绘画可能是因为我的绘
画手法来源于十九世纪以前传统写实绘画的说法。我的绘画与传统
写实绘画手法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第一个是具象写实的，对客观的
一种再现，以及对古典精神的一种把握，这是十九世纪以前绘画的
一种很普遍的样式。我的绘画手法来自于这个阶段，通过我的绘画
可以反映出一些十九世纪绘画的主要特征。虽然手法是来自于十九
世纪以前的，但是所表达的对象和所反映的画面的环境和人物是来
自于现代的、当代的，跟我们身边有关系的一个状态，因此，我的
绘画里边流露出来的那些人物也好、静物也好，它依旧是一个当下
的现实状态，跟古典绘画、跟十九世纪西方古典主义绘画文化不是
一码事。手法类似，反映的对象完全没有类似的地方。所以说人们
要看我的绘画还不能仅仅看表面，还得仔细观察我所表达的对象，
所反映的真正的是什么东西，我认为是来自于当下，我对社会、对
当下现实生活的一种看法和一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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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润文和他的绘画

郭润文（b.1955） 聆听

在巴黎与画家郭润文先生相遇 , 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初次见面 , 用中国的一句话来说 " 很投缘 "。他对周围的一切
投以专注，智慧和温柔的目光，去发现事物的本质。这种目光是寻找是注视，它超越了事物的表象，去发现艺术形式的
真谛。因为形式是意识的表现，它不仅仅超脱于观念艺术，而且完全不同于当代各种流行趋势泛滥的艺术界。郭先生向
我们绝妙的展现了用油画可以通过它本身的材料与规则找寻到极好的现代性。
自此之后，我们又经常会在法国或中国见面，这使我逐渐理解了他的绘画是如何融合了他鲜明的个性。在他的绘画
形式中我们可以觉察到，那种用自己的笔触特点去表现的一种渴望的成熟，同时也显示出一种苛求及严格的个性，一个

布面油彩
150×75 cm. 59 ×29 1/2 in.

RMB: 4,500,000-6,500,000
签名
R.W.   2009.10（正面）
展览：1．中国写实画派油画展．2009 年
．中国美术馆。

不愿让自己随波逐流于含糊不清的让步和草率。他的绘画作品用明显的光线表达了非常清晰的意愿。

2. ＂ 中 华 意 蕴 ＂ 中 国 油 画 艺 术 国

郭先生是敏锐且谨慎的，他通过情感深处多个垂直选择的主题去自我发展。他有别于当今很多用招摇的风格和不协

际巡展．巡展地．中国美术学院美

调的色彩去混淆价值的艺术家，不去肤浅的掩饰造型艺术的意图，郭先生用简洁的色调为我们呈现出内心的思考。就像

术馆．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四川

塞尚曾经说过的：“对于画家自然界只有灰色”，也就是说相配的色调。

美术学院美术馆．西安艺术博物馆
．意大利罗马．维多尼奥美术馆．

另外，我们在郭先生的作品中还能发现，19 世纪法国各个绘画时期的重大演变过程，如安格尔和库尔贝。这让我们

2018 年。
出版：1．＂中国写实画派五周年全集＂中

想起正如 Stanislas Fumet 所说的：“传统是忠实于过去的进步”。

国 写 实 画 派． 郭 润 文．p22．2011

郭先生非常了解自己的作品所带给人们的感受，因为这些感受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当我们沉浸在郭先
生的作品中，我们也许会自信的停留伫足，也许会因为精神的畅游而短暂的迷失自我，那些鲜活的人物或静止的大自然，
让我们感到这静谧的时光仿佛已慢慢的延伸并穿透了岁月，远离尘世的喧嚣。一个手势，一个创造绘画灵感的指引，让
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对于生命的领悟，并带领我们走向幸福传递和谐。

年吉林美术出版社。
2． 中 国 油 画 名 家． 郭 润 文．P104
．2013 年吉林美术出版社。
3．＂中华意蕴＂中国油画艺术国际
巡展＂油画集．2018 年。

郭先生的绘画作品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即绘画作品的连续性和永久性是靠一种令人敬佩的对油画绘画技巧的实
践与掌握来支撑的。遗憾的是，在西方国家，由于各种原因，这一点却经常被人们所遗忘。

4．中国国家画院．期刊：人民艺术
家．中青年油画百家论艺（二）p23
．2015 年第 4 期．人民出版社。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存在于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动乱彻底混淆了许多艺术家对于绘画工作意义的
理解。但是郭先生知道“诗歌无龄”，诗歌的存在与人类本身以及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问题交织在一起。生活、爱情、
死亡都是艺术中实实在在的主题，而艺术家只是起到传达者的角色。郭先生的绘画作品试图在黑夜的尽头寻找光明的形
态，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那些他向我们展示的肖像画寻找光明，为我们在庄严的宁静中展示人的生活，表达对人类存
在的悲剧性的质疑。
他对颜料如揉面团般的运用、每个动作姿势以及细节的巧妙处理，都形成了他的艺术风格。造型艺术如诗歌，它来
源于色调的差异，绝妙的画面构成包括了平面，空间，内心活动和外在形状，这些一起构成了恰如其分的布局，从而使
我们任凭自己那份独有的，珍贵的情感在其中幸福的荡漾。
像许多画家界定他们的作品一样，背景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郭先生尤其擅长。他巧妙的运用细微的比例去超越，凭
借与实际物质相符的尺寸去制造宏伟的比例上的感觉，从而使我们感受到那种满足和激情。
最后，抛开所有与绘画有关的事情之外，对我们西方画家非常重要的是，去了解这样一位东方的画家，郭润文所延
伸出一种出色的写实绘画，这种绘画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新世纪艺术世界中可以平心静气去考虑艺术复兴之路。
法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巴黎美术学院教授
雷米 艾融 2012 5 12

GUO RUNWEN
oil on canvas

Listening

与农民结缘的艺术家 - 罗中立

偌大的中国，一张饱含隐喻的农民肖像曾经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强烈的轰动。在国产的当代美术史上，
除了文革时期有几件表现领袖丰功伟绩的作品外，直至今日尚未再有任何绘画作品能比《父亲》赢得更多
的受众和共鸣。以至于人们提及艺术家时，总沉湎于对过去的回忆而忽略了作者后十几年的创作生涯。
罗中立在完成了《父亲》后，其实相继还创作了几张类似风格的作品，如《春蚕》、
《年终》、
《金秋》、
《苍天》、
《岁月》、《祈》。这种用主观和理想的态度去面对作品的内容，再用照相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去赢得观
众的方式，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积极的视觉效应。但这一切毕竟是有时间性的，因而艺术家也不会愿意
长期地屈从于惯有的模式，因为这样的模式同现实生活中的农民仍有一定的距离。更何况，敞开国门后的
年轻一代艺术家，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下，越来越企求新的艺术实验，并希望以此来拓展自己的创作。
1984 年，罗中立公派出国，前往欧洲。他研究伦勃朗及同时期的荷兰画派艺术家的作品，同时也企图
从米勒的画中，去寻找那关于他对农民生活的田园诗般的期望。很快，他完成了一系列作品，他想通过这
些新作来摆脱他那些主题先行、有点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艺术创作。但罗中立对艺术根深蒂固的习惯，和他
关于大巴山农民生活的深切体验，并没有完全使他脱离过去的轨迹。被《父亲》这件作品感染过的人群始
终不能忘却那张饱经沧桑、象征着中国历史的脸。他们也不希望艺术家脱离他们已经习惯的欣赏轨迹。所
以罗中立从欧洲回国后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并没有引起艺术批评家和媒体太多的重视。
但 20 多年的历练，罗中立无论是在内容、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艺术表现的技法上，都显然超越了当
年的《父亲》，并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反映出其在艺术修养上的完整性。在题材上，罗中立始终坚持关注农
民生活和乡村场景，并寓言性的赋予它新的含义。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贯表现出特殊情感的艺术家，
不管是在他的过去或者现在，他似乎都能敏锐地体验到农村仍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缩影，并以相当的
热情在一个普通的日常环节中，表现他们朴质的内心世界与整个社会变迁的大环境相互遭遇时的现实状态，
并将画面中的人物还原到人性最本质、最自然的情感中。
不仅如此，罗中立还进一步融合了从欧洲学习时所获得的借鉴，他在对本民族文化的重新关注中找寻
新的文化契合点，早期受勃鲁盖尔、米勒、路阿影响的影子逐渐从画面中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
经能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属于他自己的个人风格 - 刺激的色彩、交错的笔触、一种看似粗犷、却饱含
着细腻情感的书写方式。他的独特书写方式，应该看作是他过去和现在与农民接触所产生的体验，造就了
他最初选择描绘这些朴实的农民形象和他们平凡生活的直接原因，但更为关键的是潜藏在情感因素背后的、
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和现实主义精神。艺术批评家孙振华曾说：“我们一再强调中国艺术的当代身份，强
调与中国当代现实发生关系，但如果说中国最广大的人群，占近总人口 70% 的农民被排除在当代艺术的事
业之外，那么我们怎么体现艺术的公共性？体现对最普通民众的基本的人道关怀？……我们的当代艺术还
有什么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解读罗中立最近的新作，我们就不难理解艺术家一如既往的追求，这也正是
罗中立今天对中国当代艺术积极参与的方式。
— 俞可

2845
罗中立（b.1948） 故乡小院
布面油彩

1991 作

65×81 cm. 25 5/8×31 7/8 in.

RMB: 1,800,000-2,200,000
签名：
luo zhongli  1991 罗
出版：1.《纯朴的世界—罗中立油画作品集》P25，浙江人美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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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中立（b.1948） 故乡情 - 磨刀 1

出版社。

Oil on board

2.《大陆美术选集第一卷·罗中立》P81，艺术家出版社，

木板油彩

1991 年。

54×39 cm. 21 1/4×15 3/8 in.

3.《Hi 艺术》2012 年 3 月刊。
4.《艺术品》2012 年第一期，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说明 : 经艺术家本人确认为真迹。

LUO ZHONGLI
Oil on canvas

Hometown Courtyard

LUO ZHONGLI

RMB: 130,000-180,000
签名
Luo. 中立
出版：《巴山夜雨时——罗中立小幅油画作品
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5.8
说明：经艺术家本人确认为真迹。

2847
冷军（b.1963） 剪刀
布面油彩

2000 作

32.5×26 cm. 12 3/4×10 1/4 in.

RMB: 1,000,000-1,500,000
签名
冷军 .2000.9
出版：《Hi 艺术》2012 年 3 月刊。
说明：2012 年 2 月 11 日，此作品经作者本人确认为真迹，并签署
鉴定证书。附合影照片。

LENG JUN
Oil on canvas

Scissor

冷军 1963 年生于四川，是中国当代超写实主义油画的最具代表性
的画家。站在冷军的作品前，即使你不懂油画，也能感觉到一种惊
心动魄的力量。透过层层油彩，他带给我们的是沉默、冷峻和深
刻 -“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杜甫曾在诗句中写出，
好的作品要有风骨，要“有神”。而冷军用普通的画笔，把颜料和
思想混合，在画布上汪洋恣肆地展示出他对绘画的理解。在他手下，
画笔有灵魂，作品有风骨。
在架上油画遭到强烈质疑，写实主义备受冷遇的当代画坛，冷军却
以其超级写实主义风格，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是中国当代超写实
主义油画的领军人物。所有的观者都会对他纤毫毕现、精细入微的
画面叹为观止。
1963 年一起四川。1984 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汉品分院体育艺术系。
现为武汉画院专业画家，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研究员。
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
武汉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油画学会理
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冷军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构思，结合非凡的艺术技巧在当今中国画坛独树一帜，其超现实主义的油画作品。所有的观者都会对他纤毫毕现、精细
入微的画面叹为观止。而实际上，在平静的客观之下，他的作品又有着画家深刻的观念背景。
此幅创作于 2000 年的油画作品《剪刀》，题材非常生活化，剪刀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常为母亲等女性常用的手工工具，画家隐臆的象征了母性
文化的传统手工工业感，超写实手法表现出来的剪刀上有电焊烧成的铁瘤，画面充满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剪刀的背景用黑色加以强化统一，
剪刀本属于手工业女性化的常用工具，但这种用电焊烧熔的金属器物又充斥着现代工业的气息，隐喻表达了艺术家对传统手工业和现代工业碰
撞后的人文关怀。冷军曾说：“九十年代末这一时期的作品，我自己认为是前一个时期的艺术上的一个升华与跨越。是一种东方的眼光和方式
透析现代文明的精神困境与症候。”艺术家的这种表达形式所带给我们的思考或许正是艺术品的现代趣味。
冷军创作的关于工具系列的超写实作品，05 年以后几乎不再有此类作品问世，随着艺术家年龄的增长，超写实作品对艺术家视力、精力的要
求使得此类作品的创作量非常少。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艺术家的生涯中具有不可复制的重要性，此件作品是不可多得的超写实油画精品，极具收
藏力。
— 婵娟

2848
段正渠（b.1958） 大地风景
布面油彩
59×79 cm. 23 1/4×31 1/8 in.

RMB: 100,000-120,000
签名
Duan 05

DUAN ZHENGQU

Landscape

Oil on canvas

段正渠，1958 年生，1983 年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现为中国美术
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特聘画家、导师，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理事，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并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牌奖、首届中国油画
年展优秀奖、走向新世纪 - 中国青年油画展奖、第九届全国美展铜牌
奖、美术文献提名展”提名奖等 ；出版有《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段
正渠》，
《陕北听歌》，
《段正渠》，
《纸上 - 段正渠纸本作品》，
《二段 段正渠》，《段正渠 - 乡村风景》，《学院美术 30 年 - 段正渠卷》，
《故事与传说 - 段正渠艺术三十年》等个人专集。

在当代中国绘画中，段正渠是无可替代的。说他“无可替代”，是由于
他所表达的人文精神，他所显示的艺术气质的独一无二。这种艺术上的
独特性，对当代中国艺术在气魄和情调方面的缺失有所补充，有所强化。
我们不必过分渲染段正渠的创作对于当代中国绘画的意义，随着当代绘
画风格样式的多样化进展，段正渠的艺术风貌不是相形见拙，而是显出
超越风格样式多样化形式的人文魅力。
— 艺术评论人 水中天

2849
朝戈（b.1957） 雪
布面油彩

1998 作

41×83 cm. 16 1/8×32 5/8 in.

RMB: 250,000-280,000
签名
朝戈 98（正面） 《雪》 1998 朝戈（背面）
出版：1.《中国当代油画名家百人小幅画展作品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6 页。
2.《中国当代油画名家个案研究：朝戈》，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 年版
第 105 页。
3.《敏感者·一个知识分子画家的叙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88 页。
4.《站在精神的高地上：朝戈》，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54 页。
展览：中国当代油画名家百人小幅画展，1999 年，中国美术馆，北京。

CHAO GE White
Oil on canvas

朝戈，1957 年生于内蒙古。1982 年毕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系，获学士学位 1988
年 -2001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第 1 工作室任教。
2000 年 -2001 年获西班牙国家奖学金，赴马德里皇家美术学院学习 . 朝戈是
中国油画学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学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朝戈被我国美
术界誉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画家和中国画坛的“心理学家”。朝戈的作品
具有强烈的当代感，十分深刻的揭示了人的内部精神和强烈冲突，并具有独特
的心理敏感，画面节奏和精神张力，关注了人文文化的发展。作品《敏感者》、
《沉默的朋友》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并为评论界公认的经典作品。

自 80 年代起，朝戈画了大量有关草原的素描与油画，直接探求大自然给予人的心灵的丰富感受。他将广阔的风景与人类思想史所具有的深邃底蕴结
合起来，表达了对大自然的崇敬这样一种“神圣感”。在中国当代绘画中确立了一种风景画的新模式，《十月的雪》中朝戈以一种平面性的推延手法，
将复杂微妙的色彩从局部扩展至整体画面，近景的荒原与冰封的湖泊，直至远方与天相接的连绵雪景，具有古典壁画的沉稳与内敛气质。相对于 90
年代初期《大气》中对于人性的苏醒这种时代感的强烈释放，画中高度的概括性构图与主观化的色彩表述，在宁静中获得了一种永恒性，超越了一般
意义上的自然风光，具有了历史与心理的深度，将风景画上升成为一种人文主义的象征性艺术。

2850
王岱山（b.1981） 暮夜之夜
布面油彩

王岱山，1981 年 11 月 5 日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
1999 年 -2003 年就读于湖北美术学院 油画系 获学士学位。
2004 年 -2007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绘画系 获硕士学位。

2014 作

62×150 cm. 24 3/8×59 in.

RMB: 180,000-220,000
签名
岱山 2014

WANG DAISHAN The twilight
Oil on canvas

2851
夏禹（b 1981） 竹林
木板坦培拉

王岱山所感兴趣的是生活中的一些非常态情景，以这些场景中出现
的物、人以及由这些人、物所营造出的画面氛围表达一种情绪：抑
郁、诡异、紧张、静谧……可能这些与他的性格、经历有一定关联，
常常流连于生活中的光、影、人、物所渗透出的神秘感，因为它们
是熟悉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实场景，然而这种现实场景却
蕴含着同样的力量，当我们试图去揭示这些场景背后的力量之时，
随处可见之物也便闪现陌生之光，因此，它们也就敞开自身，饱含
可能。正是在这些已知与未知之间，存在着我正在找寻的诸多可能。
在作品的制作上还是延续了传统绘画的语言方式，一方面是对传统
架上绘画技术的迷恋，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对于试图创新、突破，那
种为了艺术史而进行创作的理想并不感冒。说到底，绘画是我记录
并传递生存体验的一种方式，仅此而已。

2013 作

140×168 cm. 55 1/8×66 1/8 in.

RMB: 120,000-150,000
签名
夏禹《竹林》 2013（背签）

XIA YU Bamboo forest
tempera on wood

夏禹，1981 年出生于安徽，2004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
三画室，以其独特的绘画气质和精湛的绘画语言广受关注。
夏禹曾经过 6 年的创作空白期，这种对于思考的沈淀与蛰伏无疑
为其之后在绘画上的勃发买下良好的基础。甘于寂寞在当下浮躁的
时代之中，恰是一种珍贵。夏禹的作品延续了欧洲传统绘画中的坦
培拉技法，而夏禹又在这种传统技法的实践中寻找到自己合理的表
达—在不断的皴擦过程中生成一种半透明状的氤氲质感，颇具时
间流淌的质感。如水温润流淌的气质清凉、纯洁，其画面中的场景
与生活息息相关，却又似乎保有一定的距离，似水流年。

2852
彭斯（b.1980） 红觞
布面油彩

2006 作

138×68 cm. 54 3/8×26 3/4 in.

RMB: 180,000-200,000
签名
Pengsi 2006.9（正面） 《红觞》68×138cm 彭斯 2006.9（背面）
出版 :《彭斯 2005-2007—风》保利博物馆 世纪翰墨画廊 2007 年 P23
展览：艺·凯旋画廊开馆展
彭期个展 保利艺术博物馆
彭期个展 北京世纪翰墨画廊
09 年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

PENG SI

Melancholy

Oil on canvas

彭斯，1980 年生于湖南衡阳。
2004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湖南省油画学会会员。
2016 年新山水—彭斯油画艺术展—中国 北京 中国美术馆。
2014 年景物斯和—彭斯艺术展—中国 北京 北京画院美术馆。
2010 年异世同流—彭斯油画艺术展—中国 北京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
物馆。
彭斯油画艺术展—韩国 大丘美术馆。
2008 年风—彭斯油画展—中国 北京 保利艺术博物馆。

为什么说彭斯作品中表达的忧郁是辉煌的忧郁？忧郁不是一种阴沉、压抑的心理状态吗？怎么可以用辉煌来描述它呢？的确，日常生活中的忧郁是一
种阴沉的心理状态，但艺术从来就不是对生活的忠实模仿，而是一种转型，一种创造。生活中的忧郁是一种不堪承受的心理负担，甚至是一种心理疾病，
但艺术可以让这种压抑的情感获得解放，进而升华为一种不受拘束的灿烂。我在彭斯的绘画中就看到了这种灿烂的辉煌。尽管彭斯着意刻画人物的忧郁，
但他却喜欢用暖色，尤其是红色，他甚至画过几幅以火为题材的作品，激情燃烧的大火，体现了画家的内在活力和激情。这种温暖和激情是对忧郁的
解放和升华，而不是取消和篡夺，因为画面的背景常常是神秘的、深不可测的黑色。这就像古希腊悲剧中扮演英雄的演员与代表命运的合唱队之间的
关系，在命运的背景中，不管英雄多么强大，最终的结局都是悲剧，但正是英雄的奋争与受难才让命运得以解放，让悲痛得以升华。彭斯绘画之所以
给人一种辉煌的忧郁的感觉，原因正在于这种红与黑的抗争与烘托。

2854
2853
朱春林（b.1968）
布面油画

蓝宝石

1995 作

72×60 cm. 28 3/8×23 5/8 in.

RMB: 100,000-120,000
签名：95.7  春林（正面），朱春林  蓝宝石（背面）

ZHU CHUNLIN
Oil on canvas

Sapphire

朱春林 1968 年生于安徽桐城。1992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
院油画系第一画室，获学士学位。2000-2003 年就读于中
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首届高级研修班。2005 年 4 月调入中
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院。现任北京艺术设计学院讲师。
参展及获奖：1994 年“新铸杯 - 中国油画精品展”，获
优秀奖；首届“中国油画静物展”。1997 年“中国油画
肖像艺术百年展”；“走向新世纪．中国青年油画展”获奖。

王驰（b.1972） 境界
布面油彩

2012 作

59×39 cm. 23 1/4×15 3/8 in.

RMB: 80,000-100,000
签名：王驰  2012
出版：《知新 - 温故》第一期，2014 年。
展览：镜·界 —王驰油画作品展”，2015 年
10 月北京山水美术馆。

WANG CHI
Oil on canvas

Mind mirror

王驰，1972 年生，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安徽师
范大学美术系，硕士，现为副教授。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协会会员。主要创作油画、
水粉画的创作与研究。油画肖像以写实风格为主，
多为现实主义题材；风景、静物更注重画面色彩
效果，较为写意。

2856
张青（b.1976） 甜蜜蜜
布面油彩

2013 作

59.5×40 cm. 23 3/8×15 3/4 in.

RMB: 100,000-150,000
签名
张青  2013.10.

ZHANG QING sweet
Oil on canvas

2855
袁宗宝（b.1979） 紫色的小花
布面油彩

2013 作

58.5×48 cm. 23 ×18 7/8 in.

RMB: 20,000-30,000
签名
袁宗宝  2013

YUAN ZONGBAO
Oil on canvas

purple flower

袁宗宝（b.1979），安徽人。2002 年毕业于安徽
师范大学，2002 年油画《瓶上彩》发表于《城市周
报》杂志，2003 年油画《青瓷碗》发表于《艺术探
索》杂志，2004 年至 2005 年于中央美术学院进修，
2009 年考入中国油画院深造，2010 年毕业于中国
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杨飞云工作，现为职业画家。
著名写实油画家冷军先生评价其作品“格调高、品
质好、耐看，与当下国内众多写实油画有一定的区
别”（2005 年 12 月中国写实油画论谈，北京红地
艺术中心冷军访谈录）。

张青，生于 1976 年生，湖北孝感人。1996 年师从中国当代超写实主义油画最具代表性的画家冷军，专攻超写实画派，现为职业画家。2014
年作品《传统女孩》入选第十二届湖北省美展金奖；同年作品《背影》参加北京 e 京华艺术家联展；2015 年作品《回眸》参加北京 e 京华艺
术家联展；2015 上海国际艺术博览会上，作品备受关注。
画家采用照相写实主义的手法，取一个平常、随意的场景，真实再现生活中的柿子形态，长木凳铺满岁月凿开的痕迹，中间搭上一条长方形的、
开着毛边的蓝花印布，无意间有一丝线头自然垂下。一个斜过去的两头分叉的枝桠，挂着两个沉甸甸地黄柿子，静静地置于印布之上。橙黄色
的柿子表面均匀地落着成长过程中与外在环境自然形成的白色附着物，那种成熟的橙黄色透出润泽的亮光。背景选用深暗的褐色，以突出前方
柿子的透亮、真实，其细致、逼真，似乎将这一切融进了流淌的时光里。

2857
吴峰（b 1983） 寿
布面油彩

2014 作

40×50 cm. 15 3/4×19 5/8 in.

RMB: 20,000-30,000
签名
吴峰  2014.6，吴峰（背面）
展览：北京亚洲写实油画展

WU FENG
Oil on canvas

peaches

吴峰，（b.1983）湖北省孝感人。湖北美术学院艺术硕士。自毕
业以来，一直从事油画创作，作品被多家机构和私人收藏，现为
职业画家。主要展览：2013 年作品《甜蜜往事》参加北京 E 京华
艺术家联展，2014 年作品《家乡的柿子 - 系列 2》入选第十二届
湖北省美展，2014 年作品《枇杷》入选北京 E 京华艺术家联展，
2014 年作品《桃子》入选北京雅昌·保利新势力提名展。
写实主义的画面由浓重的黑色作为衬托，把木桌上夺人眼球的橘色
柿子烘托得鲜嫩欲滴，也正如题目《万事如意》，这张作品无论是
从观感上还是寓意上都极好的带出了吉祥的讯息。

2858
张辛旺

望山

布面油彩

2010 作

58.5×58.5 cm. 23 ×23 in.

RMB: 20,000-30,000
签名
辛旺  2010. 秋

ZHANG XINWANG
Oil on canvas

fruits

张辛旺，（b.1987）吉林人。2009 年毕业于鲁迅美
术学院，2010 年 作品《回声》参加“东北三省小幅
油画展”获优秀奖，2011 年获海顿基金全额奖学金
入中央美术学院进修。2010 年 作品《回声》参加“东
北三省小幅油画展”获优秀奖。

东西艺貌
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
—

2860
关良（1900-1986） 三打白骨精
设色纸本
31×41 cm. 12 1/4×16 1/8 in.
约 1.1 平尺

RMB: 180,000-220,000
签名：米谷同志属正，关良。
钤印：关（白）

GUAN LIANG

Monkey king

Color on paper

2859
李铁夫（1869-1952） 雁南飞
水墨纸本
27×29.5 cm. 10 /8×11 /8 in.
5

5

RMB: 50,000-80,000
款识：雁阵惊寒，声断衡阳纸浦。杰三我兄雅属，铁夫。
钤印：岭南人（白），铁夫（白）。
说明：张汉文，字杰三，广西中华书局。

LI TIEFU Wild geese
Ink on Paper

李铁夫（1869-1952），原名李玉田，广东鹤山人。1887 年得亲
属之助求学于英美，入阿灵顿美术学校系统地学习了油画水彩，兼
习雕塑，期间成绩优异多次获奖，后转入其他院校继续研习美术。
李铁夫的油画，根植于欧洲现实主义油画的优秀传统，他自称在
1905 年曾为两位美国名家 - 威廉·梅里特·切斯（William Merritt
Chase）和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的门人，
且有较长时间受教于切斯，从而掌握了源自荷兰、西班牙学派的现
实主义油画的精湛技巧，并且获得了肖像画副教授的学衔。1930
年归国，1950 年任广州华南文艺学院名誉教授、华南文联副主席。
李铁夫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出国研习西洋美术的画家，被孙中山称为
“我国美术界之巨子也”。

关良（1900-1986），广东番禺人。擅长中国画、油画、美术教育。17 岁随兄东渡日本，先后入川端研究所师从画家藤岛武二，转入“太平
洋画会”师从中村不折先生学习美术。归国后，任教于上海神州女学。1924 年以三十余件油画作品参加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第一届画展。相
继担任上海师范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职，同时为郭沫若主编的《创造》杂志画插图和封面设计。1925 年，“东方艺术研究会”改组为
上海艺术大学，任教于该校。1926 年赴广州任教于广州美术学校、中山大学附中。是年夏参加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
股长。在上海美专任教之余常欣赏京剧艺术，偏爱画戏剧人物，并拜师学戏，增加戏剧人物画创作的生活积累。1937 年到昆明任教于国立艺专。
1942 年在成都举办戏曲人物画展，郭沫若、茅盾等为之题词称赞。后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回到杭州。曾任上海中国画
院画师、浙江美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1957 年与李可染一起赴德意民主共和国友好访问，莱比锡“伊姆茵采尔”
出版公司为他出版画册。“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地回春，在上海举办《关良回顾展》。

2861
郎静山（1892-1995） 鹿鸣呦呦
银盐相纸

1986 作

33.5×24 cm. 13 1/4×9 1/2 in.

RMB: 15,000-35,000
款识：鹿鸣呦呦，丙寅夏，郎静山时年九十有五。
钤印：郎静山（朱）
说明：此幅作品为郎静山先生早年赠送宋楚瑜。

LANG JINGSHAN THE CALL OF THE DEER
Gelatin silver print

郎静山（1892-1995），浙江兰溪人。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熏陶，14 岁起即喜爱摄影，此后九十余年相机就没离过手。1926 年至
1937 年曾任上海《时报》新闻记者，是中国最早的新闻摄影记者之一，并发起成立了上海“中华摄影学社”，为我国早期最有影响的摄影团体之一。
后在上海松江女子中学开设摄影课，开创了我国摄影教育之先河。郎静山从 1921 年起参加国际沙龙活动，先后被英国、美国摄影学会接纳为
高级会士，举办国际摄影展，创办亚洲影艺协会。一生获得各种荣誉不计其数，尤以 1980 年美国纽约摄影学会颁发的“世界十大摄影家”称号，
为其一生摄影事业的顶峰。出版过大量包括摄影集和集锦摄影技术在内的多种重要著作，并以其多年来的摄影经历及所得，为中国摄影的发展
以及在世界摄坛中的地位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被评价为“最现代化的、同时又是最中国化的”艺术。
由于 1949 年时渡海赴台，使得大陆艺术界对他的艺术创作了解较少。现下两岸文化交流密切，墙外开花墙内香的郎静山，逐渐被国内艺坛认可，
并被誉为诗、书、画、影四绝于一身，2013 年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第一摄影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郎静山摄影艺术特展，至今其
照片已经成为中国摄影收藏重要的风向标。
自 1939 年开始创作的“集锦摄影”，是郎静山摄影创作的一条新路，他将现代科学摄影技术与中国传统绘画相结合，借鉴传统绘画艺术“六法”，
潜心研习、加以发挥，用相机作画，摄制许多具有中国水墨画韵味的风光照片，自成一种超逸和俊秀的气度与风格。郎静山的集锦摄影，仿国
画、重意境、师古法，在形式上模仿传统国画，题材和主题意趣，多取自古画、古诗词，将诗情画意融入摄影表现中，是中国绘画风格和摄影
技法的统一，实现了“影中有画，画中有影”双重意境，既具有个人的艺术风格，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作为将中国绘画运用到摄影上的第一人，郎静山的镜头里水墨画的韵味贯穿始终，其超逸俊秀的风骨又与文人画一脉相承。犹如《游鸭》中，
一群野鸭在芦苇中穿梭，十分灵动，与自提诗“绿波荡漾小凫雏”颇为契合。此幅为郎静山以宋院体花鸟画的圆形构图为蓝本制作的摄影作品，
此种形制在郎静山的作品中独特少见。
郎静山先生是 20 世纪中国摄影界的泰斗，他在摄影创作、教学和社会活动方面享有极高的声誉，一生酷爱摄影，精研摄影艺术创作无数，大
量反映人文生活的纪实摄影作品之外，尤以集锦摄影独步天下，将绘画的高超境界融入摄影艺术之中，并因之驰誉于世界艺坛，成为中国摄影
界的一代传奇人物。

2863
郎静山（1892-1995） 棠梨枝上白头翁
银盐相纸
25×27 cm. 9 7/8×10 5/8 in.

RMB: 30,000-50,000
钤印：郎静山（朱）
出版：图录《中华大典六十年摄影选辑》，中
华学术院摄影研究所刊行，1971 年。
来源：澳洲私人收藏

LANG JINGSHAN Chinese bulbul
on birchleaf pear
Gelatin silver print

2864
郎静山（1892-1995） 游鸭
银盐相纸
30×40 cm. 11 7/8×15 7/8in.

RMB: 30,000-50,000
钤印：郎静山（朱）
来源：澳洲私人收藏

2862
郎静山（1892-1995） 观静自得
银盐相纸

1931 作

37.5×28.5 cm. 14 7/8×111/2 in.

RMB: 30,000-50,000
钤印：静山（朱）
出版：1《中华大典六十年摄影选辑》
.
，中华学术院摄影研究所刊行，
1971 年。
2. 摄影大师郎静山，p19，中国摄影出版社，2003 年。
3.《静山摄景艺术》（英文版），institute of graphic arts，
1964 年版第 30 图。
来源：澳洲私人收藏

LANG JINGSHAN
Gelatin silver print

Silent moment

LANG JINGSHAN Duck in the
pond
Gelatin silver print

莫朴（1915-1996）生于江苏南京。1930 年进入苏州美专学习，1931 年入上海美专西洋画系。1933 年组织上海国难宣传团，
创作大批宣传画、幻灯片赴上海、南京展出。1942 年编写《绘画入门》、《创作与构图》。1945 年任鲁迅美术学院美
术系教员。1946 年任北京美术工作队副队长。1952 年调任中央美术学院。1978 年任中央美院院长。1980 年当选中国
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1992 年在中国美术学院、江苏省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举办”画家莫朴回顾展”。1996 年离世。
出版有《莫朴画集》等。

莫朴作为老一辈油画家，艺术生涯一直与解放区有着不解之缘。早在 40 年代初，他便在皖东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从
事艺术创作，这时期他完成了很多反映解放区军民生活及战斗题材的木刻作品。解放后他接管了杭州国立艺专的领导工
作，并担任院长一职，继续用画笔反映时代风貌，风土人情。
1976 年莫朴到原闽西、赣南苏区进行写生，进而创作出一批风景作品。此幅《才溪乡》即是 1981 年画家根据写生稿提
炼修改后所完成。才溪乡位于上杭县城东北，是一个僻远的小山乡，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却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曾于 1930 年 6 月、1932 年 6 月和 1933 年 11 月三次到访，并撰写了在中国革命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才溪乡调查》，
其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莫朴的画作正是反映这一有着光辉革命历程的小山村在数十年后的
发展与变化。画面构图极具匠心，前景的稻田，中景的房舍，远景的山峦，隐然分为三条横向区间，色调与光影层层变化，
井然有致。中景一片阳光洒在田地与屋宇的墙壁上，温暖而优美。这个在群山庇护下的小村庄安详、平和，一派欣欣向荣，
也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一个缩影。

2865
莫朴（1915-1996） 才溪乡

MO PU Cai Xi Xiang
Oil on canvas

布面油彩

1981 作

54×64 cm. 21 1/4×25 1/4 in.

RMB: 200,000-300,000
签名
莫朴（正面）
出版：1.《莫朴画集》，双兰国际艺术发展中心、心源美术出版社，
香港，1997 年，第 76 页。

2866
莫朴（1915-1996） 老者
布面油画
29×23.5 cm. 11 3/8×9 1/4 in.

RMB: 240,000-300,000
签名
朴
来源：文物公司旧藏

2.《艺术与时代－莫朴的绘画》，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杭州，

MO PU

2006 年 8 月，第 262 页。

Oil on canvas

说明：81 年 6 月 65×54 公分 才溪模范乡故址 莫朴 据原作于 76
年 11 月稿 四人帮刚垮台 先父莫朴先生遗作 莫大林 99.4（背
签）。

portrait of an old man

2867
颜文樑（1893 -1988） 上海外滩
布面油彩
57×66 cm. 22 1/2×26 in.

RMB: 200,000-300,000
签名：颜文樑
钤印：樑
发表：《典藏杂志》1997.3

YAN WENLIANG

Shanghai Bund

Oil on canvas

颜文樑（1893-1988），江南古城苏州，拥有许许多多织如水网的水巷与河道，枕河而居，桥路相连，“遥望家家临水影”，“画桥三百映江城”
的景色是迷人的，这种迷人的景致，本身就是诗和画，诗和画的乡土哺育了许许多多的诗人和画家。几乎是从颜文樑能蹒跚走路时起，父亲就
带着他到吴门城内的各处园林游玩了。闻名于世的苏州园林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宽敞幽深，各具特色，美不胜收，这些入诗入画的园林景致激
发了童年的文樑对于生活和自然美的热爱，初步形成了颜文樑的追求美的绘画思想。
在笔法风格上，颜文樑是近代中国少数深得印象派精髓又蕴含以库尔贝为代表的欧洲写实艺术素养的油画家之一。他的早期作品细腻写实，注
重画面透视及光线照射下复杂明暗关系的描绘，代表作有《画室》、《厨房》、《肉店》等。
1922 年，颜文樑创办苏州美术学校，培养了大量油画人才。1928 年，颜文樑赴法留学，带回大量资料充实苏州美专；新中国成立后，颜文樑
迎来了创作高峰，画风也由追求色向形色融合转变，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
1931 年颜文樑回国并决心采用希腊式建筑风格重建苏州美专校园，新校园落成，颜把从法国带回的四百六十余尊石膏像和一万余册美术画册、
资料充实其内，使得苏州美专具备了当时国内培养艺术人才最丰厚的条件。1933 年，应徐悲鸿邀请兼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教职。颜文樑致
力于西画传播，和徐悲鸿携手高举写实主义旗帜，来扭转中国文人画的蔓延走向，为现代写实绘画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中国油画的先驱者和拓荒人，颜文樑用一生精力研究油画，推动着中国油画发展的历史进程。他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最早学习研
究和传播西洋绘画的先驱者之一。从小就追求细致逼真的颜文樑自然投身于写实主义思潮中，他“主张真实，先有真实后有美。”把新文化运
动崇尚科学的精神运用到艺术创作中来，正如画家本人所说“科学不是美，但艺术利用科学能产生美，……画家不能不利用科学。”
他遵循欧洲传统绘画中的科学法则，对景写生，讲究光影透视，力图画出不被主观意念过滤的真实客观的图像，同时在古典主义风格中融合印
象派的光色。颜文樑在他的油画作品中，广泛吸收了印象派技法，画风凝重厚实、色彩丰富，但和印象派画家不同的是，他始终保持在形的基
础上对物体的色彩进行刻画，且形体高度概括，他既重视形又重视色，在他的作品中色与形紧密结合，从表现物体变化无穷的本质特征出发，
给人以美的享受。

倪贻德（1901-1970），笔名尼特，自幼爱好绘画艺术，中学时积极参加反
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1922 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留校任教。历
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第一副院长、全国美协理事、浙江省美协副主席、
《美术》
杂志主编等职。曾有《西洋画概论》、《水彩画研究》等著作。对引进欧洲
绘画理论和绘画技法和发展我国的油画事业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擅画风景，
著作有《画人行脚》、《艺术漫谈》、《近代艺术》、《西洋美术史纲要》、
《西洋画研究》、《西画论丛》。小说集《玄武湖之秋》、《东海之滨》、《百
合集》等。

倪贻德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具有独特的地位，从文学到艺术，他传授进步的思想观念，介绍新式绘画方法与理论，是我
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启蒙宗师。倪贻德与中国现代艺术运动息息相关。1931 年，倪贻德与庞薰琹等人就开始酝酿组织一个以探索现代
绘画为宗旨的美术团体 -“决澜社”，以狂澜般的热情冲破“四周沉寂的平凡庸俗”，争取个性解放。“决澜社”因此也成了中国新
艺术的滥觞。
1932 年 10 月，决澜社同仁齐聚于上海法租界的中华学艺社宣告成立，新任上海美专洋画教授的倪贻德执笔了《决澜社宣言》，早期
“创造社”的浪漫情怀和启蒙主义的笔调在这里被倪贻德转换成了推进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前卫号角。面对风云极盛的巴黎画坛，他
们呼喊“20 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现出一种新兴的气象”。决澜社以表现新艺术形式举办三次画展，富有狂风般的激情，向沉寂、
庸俗、衰颓的画界冲击，使中国画坛出现新兴气象，对于我国艺术道路的探索、艺术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艺术功勋。
1958 年，倪贻德从中央美院调回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任理论教研室主任，并兼任浙江美协副主席。之后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
同年学院开展了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受到了无辜的批判。1960 年，罗马尼亚专家博巴受文化部邀请，到学院举办油画工作室，
博巴对倪的作品极为推崇，此时，他的处境才逐渐好转，并于 1961 年成立倪贻德油画教学工作室。
新中国成立后，倪贻德用他饱含热情的画笔歌颂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他的绘画秉承他一贯的艺术主张，坚持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
反对模拟自然。他反对形式主义，但又注重画面本身的形式美感。他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却又从不忌讳向西方诸现代流派吸收
养分，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 刚健雄强中寓以柔美，洗练单纯而不失丰富，淳朴厚重而又生动，明快率真而意境悠远。
倪贻德离开我们将近半个世纪，我们也许会在某个片刻，透过喧闹的尘嚣，听到依稀传来的声音，这只一直处于抗争中秋蝉的声音，
虽然微弱，却有撼人的力量，对艺术，对今天的人心是一种警醒。

2868

2869

倪贻德（1901-1970） 玫瑰书香

倪贻德（1901-1970） 瓶花

布面油彩

布面油彩

44×42.5 cm. 17 3/8×16 3/4 in.

53×39 cm. 20 7/8×15 3/8 in.

RMB: 400,000-600,000

RMB: 400,000-600,000

签名
Nyetai
发表：《典藏杂志》1997.7

签名
尼特  1961
来源：名门艺术中心，附有名门保真书。

NI YIDE Rose and book

NI YIDE

Oil on canvas

Oil on canvas

1961 作

Flower and vase

2870
沙耆（1914-2005） 吉林秋色
布面油彩

1988 作

57×66 cm. 22 1/2×26 in.

RMB: 280,000-380,000
签名
沙耆 1988 年  吉林秋色（正面）
沙耆印  Sagi  作  沙耆（背面）
来源：购自台北甄藏 2001 春季拍卖会。（图 378）
说明：此画为 1988 年沙耆有嘉兴民丰造纸厂杨厂长陪同，至吉林
写生所绘。

SHA QI Jilin autumn
Oil on canvas

沙耆（1914-2005），出生于浙江。1929 年至 1936 年先后在上海昌
名艺专、杭州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求学；1937 年由徐悲鸿推荐赴比
利时皇家美院深造；1938 年、1939 年沙耆两度获比利时皇家美院金奖，
后多次在欧洲和比利时举办个展和联展；1941 年在比利时美术馆举办
个展，作品《吹笛的女子》被比利时皇后伊丽莎白收藏；1945 年沙耆
和毕加索等画家参加蒂加尼策划的欧洲名家画展；1946 年沙耆得忧郁
症和轻微精神分裂症，抱病回国，后隐居太乡沙村；1981 年起迁居韩
岭村余学梁家，开始重新创作油画；1982 年沙耆画展在杭州、上海及
北京展出；1997 年因病去上海治疗，从此放下了手中的画笔；1998 年
沙耆油画研讨会在上海和北京举行；1999 年大型画册《沙耆画集》由
台湾卡门艺术中心出版发行；2001 年“沙耆从艺七十年回顾展”在中
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和台湾历史博物馆展出；2004 年“生命之光”
沙耆九十华诞回顾展在浙江西湖美术馆举行。

2871
沙耆（1914-2005） 瓶花
布面油彩

1993 作

53×43 cm. 20 7/8×16 7/8 in.

RMB: 180,000-280,000
签名
沙耆  九三十
说明：附“名门艺术”保真书。

SHA QI Flower and vase
Oil on canvas

作为一位艺术家，沙耆早年曾是刘海粟和徐悲鸿的学生，也曾在林风眠主持的国立艺术院有过短暂的学习。1937 年，他负笈比利时学画，一
去就是十年。正是在那里，他的作品曾和毕加索等人联袂展出。他把东方的豁达襟怀和悲悯的同情心灌注到委拉斯凯兹和戈雅式的技巧当中，
这种做法不仅使他较早地加入了探索中国美术出路的先行者行列，而且也为他在布鲁塞尔的 Le Petite Galerie 的几次画展中赢得了荣耀。
不论沙耆采用什么手段，都似乎在用色彩来激动人心。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他往往缺乏称心如意的工具，往往缺乏想急于使用的颜料，然
而他那粗陋的指挥棒却像沾满了神的恩典，简单的几笔也会骤然化作眩人眼目的形象。因此在画出色彩的震撼力上，几乎没有几个中国画家能
和他相比。不过他却从来没有摆出创新者的姿态，更无意引起新闻界的注意。事实上，他几乎已不再指望人们看他的画了，就像塞尚和梵高一
样，他要画下去只是因为他不能不画。

2872
汪亚尘（1894-1983） 巴黎河畔
木板油彩

1930 作

36×53 cm. 14 1/8×20 7/8 in.

RMB: 200,000-300,000
签名
亚尘
出版：1.《当代艺术》P90，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年第 3 期。
2.《20 世纪中国艺术史》P22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A History ofArt in 20th-Century China》P289，Edizioni Charta
Chartaartbooks italy，2010。
4.《二十世纪中国西画文献 / 王济远，汪亚尘》P222，文化艺术出版社
5.《Hi 艺术》第 11 期，特刊 P243，2013 年。
6.《第一收藏》周刊，2013 年 11 月 24 日。

WANG YACHEN

Riverside of paris

oil on board

汪亚尘，1894 年生于浙江杭州。18 岁后入乌始光、刘海粟等创办的上海图画
美术院任教师。1915 年与陈抱一等人组建中国第一个画会组织“东方画会”。
1917 年至 1921 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1928 年至 1931 年赴法国作
艺术考察。1947 年赴美国讲学，先后受邀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
学，教授中国画。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教授，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务主任、
教授，新华艺术师范学校校长。

2873
唐蕴玉（1906-1992） 小红桥
设色纸本

1975 作

26×37.5 cm. 10 1/4×14 3/4 in.

RMB: 20,000-50,000
签名
蕴玉  七 . 五
出版：《 二十世纪中国西画文献·唐蕴玉》，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4 年 1 月出版。

TANG YUNYU
Color on paper

xiao hang bridge

唐蕴玉（1906-1992），现代油画家。江苏吴江人，定居上海。早
年毕业于上海神州女子学校美术科西画专业。创作勤奋，活跃画坛。
1927 年 12 月 22 日在沪举办“唐蕴玉洋画展”。1928 年与江小鹣、
张辰伯、王济远、朱屺瞻、李秋君、潘玉良等创立艺苑绘画研究所。
旋东渡日本，从石井柏亭等油画家求深造，作品曾入选东京展览会。
1930 年赴法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专攻油画。后游历荷、比、意、英、
德、瑞士诸国，参观艺术博物馆、美术馆，研究欧洲各画派。作品
先后入选巴黎的法国国家春季沙龙、秋季沙龙及杜而利沙龙。归国
后在上海多所美术学校执教西画，同时致力创作。1946 年 5 月，
假上海大新公司画厅举行第二次个人西画展，作品凡百数十幅，作
品构图多变新颖，色彩淡泊而宁静，尤以善绘人物肖像和风景为其
创作特色 . 为民国时期活跃一时的女画家之一。

2874
罗尔纯（1930-2015） 山村
布面油彩

2006 作

110×90 cm. 43 1/4×35 3/8 in.

RMB: 400,000-600,000
签名
尔纯

LUO ERCHUN Village
Oil on canvas

罗尔纯（1930-2015），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别名罗存。1951 年
毕业于苏州美专西画系。1959 年 -64 年任北京艺术学院 7 美术系
讲师 ,1964 年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副教授，教授。历任人民美术
出版社编辑、创作干部。1982 年、1987 年、1990 年三次在中央
美术学院举办个人画展。作品多次在美国、日本、前苏联，新加坡、
科威特、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出版个人画集多种。作品有《望》、
《鸡冠花》、《咪咪》、《傍水人家》等，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
并获奖。

2876
罗工柳（1916-2004） 毛主席与陕北老农
布面油画
89×109 cm. 35 ×42 7/8 in.

2875
闵希文（b.1918） 静物
布面油彩

2005 作

60×50 cm. 23 5/8×19 5/8 in.

闵希文，1918 年 9 月生于江苏常熟。1934 年秋进苏州美术专科学
校制版科学习，1935 年秋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从师吴
大羽、方千民、蔡威廉等。1982 年、1987 年、1990 年三次在中
央美术学院举办个展。先后在纽约、台北、日本、美国、苏联、新
加坡、科威特等国展出。1984 年离休。代表作品有《方干民先生像》、
《硕果》等。

RMB: 250,000-350,000
签名
闵希文  二○○五年

MIN XIWEN
Oil on canvas

Still life

RMB: 600,000-800,000
签名
工柳
说明 : 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LUO GONGLIU
Oil on canvas

为了避免碰触政治上的各种禁忌，闵希文一生都专注於静物和肖像
的创作。他选择日常的生活用品作为题材，以水果、杯子、勺子、
或锅碗瓢盆等不起眼的庖厨杂物成就出中国油画史上一批出色的静
物画作。闵希文的创作融会了许多的现代艺术流派，塞尚与初期立
体派、马谛斯和野兽派都对他的绘画有著极大的影响。

Chairman mao with farmer

罗工柳（1916-2004），中国现代著名油画家、版画家、美术教育
家，广东开平人。早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期间，
曾在武汉政治部第三厅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8 年到延安，入鲁
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并随“鲁艺木刻工作团”深入太行山敌后根据
地，负责《新华日报（华北版）》美术工作。抗战胜利后，曾先后
任教于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建国初期，参与创建中央美术学院，
曾任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1952 年，随“中国文艺工作者战地访
问团”赴抗美援朝前线战地写生。1953 年，参加文化部组织的“麦
积山考察团”考察研究麦积山石窟艺术。1955 至 1958 年赴苏联入
列宾美术学院专修油画。1959 年，中央美院油画首创工作室制，
他主持“罗工柳工作室”的教学，1960 年改为油画系第二工作室。
1950 至 1985 年，与周令钊、侯一民一起负责二、三、四套人民币
的设计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副院长、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美协常务理事等职。2003 年被文
化部授予造型艺术成就奖。

吴冠中（1919-2010），江苏宜兴人，当代著名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
油画代表作有《长江三峡》《北国风光》《小鸟天堂》《黄山松》《鲁
迅的故乡》等。个人文集有《吴冠中谈艺集》《吴冠中散文选》《美丑缘》
等十余种。吴冠中在 50-70 年代，致力于风景油画创作，并进行油画
民族化的探索。他力图把欧洲油画描绘自然的直观生动性、油画色彩的
丰富细腻性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审美理想融合到一起。从 70 年代起，
吴冠中渐渐兼事中国画创作。他力图运用中国传统材料工具表现现代精
神，并探求中国画的革新。

吴冠中的水墨行程始于 1975 年，他走过了三十余年的探索路程。其间，1986 年至 1990 年，吴冠中 66 岁至 70 岁的时候，他的水墨画进入全新的自
由创作高峰期。这个时期，他饱经沧桑的艺术灵魂得到彻底舒展．他狂热地追求艺术的热情与能量得到空前自由的释放。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
他的身心获得极大自由，加之前期从未停息的艺术探索的经验累积，这 5 年成为他一生绘画创作最多、出版画册最多、办展览最多、文集出版最多的
时期。此幅《黄山日出》便创作于这一时期。吴冠中认为东西方艺术如同爬山，一个从东爬，一个从西爬，爬到高峰必然殊途同归。为此，从东方走
向西方，又从西方回到东方的吴冠中，“两家门下转轮来，摸透了双方的家底，发现愈往高处走，东西方艺术的本质愈显得一致，油彩或墨彩工具之
异不是中西艺术的关键。也因在油画中趋向概括、洗练，也因油画工具先天不足，难于表达各样感受，而同时运用水墨挥写”。
进行油画民族化探索三十年的吴冠中，已经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抽象美的绘画理论，心中凝缩了黑白灰三方净土，这为他水墨画的探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十年水墨行程中，他逐渐走出水墨画“移植”自己油画的影子，最终使他的水墨画真正走向独立与创造的现代之路。这一大跨度的飞跃正是在 1986
年至 1990 年间实现的，这一时期吴冠中创作了一大批别具东方特色的中国现代水墨画，震动了世界。
他和林风眠共同证实了中西绘画融合之路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这是另一条中国传统绘画继承与创新之路，它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文化有吸收和融合外来
文化的无限空间。对于学贯中西的中国艺术家来说，中西文化的碰撞，只会更加突显中国文化的无限生机和本色。吴冠中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特别是
吸收西方现代绘画抽象的视觉理性科学，面对如何继承传统的问题，他逆流而上，他以东方之韵吞吐西方形色的艺术实践，不仅不失中国文化之根脉，
而且更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本色。他说：“小小的自我要求向宇宙扩展开去，人啊，总想在宇宙中驰骋，征服宇宙，获得最大自由……”吴冠中从
中西绘画融合的角度延续了中国千年来的绘画精神，“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寻找人与自然精神的契合。这与中国传统山水画家的艺术思想惊人地一致。
他尊奉石涛为现代绘画之父，认为《石涛画语录》的核心是“绘画诞生于个人的感受，必须根据个人独特的感受创造相适应的画法……”为此，他在
师造化中，真正走向了无法之法的绘画境界。
1995 年美国大学《艺术史》教科书中这样写道：“吴冠中是一位在 20 世纪 80 年代脱颖而出的艺术家。他成为了新时期的中国绘画艺术思潮的领路人。
他将他在法国所受到的艺术训练和中国文化背景、语境结合起来，他从中国传统的风景画中发展出一种半抽象的艺术风格来描绘自然风景。他比较常
用的创作方法是先在户外画好速写，然后回到他的画室继续创造，根据他的情感和视像来自由表现。其代表作《松魂》就是一个好例子。这幅画的技法，
以及它连绵的势态，很清晰地让人联想起二战后发展起来的颇有影响力的抽象表现主义运动：同时，画本身对以石涛这样的大师为典范的中国古老山
水画的地位也给予了弘扬。和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一样，中国艺术也受到西方影响的强烈冲击，中国艺术是否能够在不失去它们的传统特性的同时，
又吸收西方思想这一问题仍在持续。同时，风景画仍然是最流行的主题，与一千多年来一直延续的那样，在用西方的艺术技巧和方法的同时，中国的
艺术家仍然寻找和自然的精神性结合，用他们的艺术作为实现人的生命与宇宙连接的一种途径。”西方人对吴冠中艺术的评价，清晰地说明了吴冠中
的水墨画为什么能载入世界艺术史的缘由。

2877
吴冠中（1919-2010） 周庄
钢笔淡彩

1985 作

23×27.5 cm. 9 1/8×10 7/8 in.

RMB: 400,000-600,000
签名
萘 周庄  一九八五年

WU GUANZHONG zhou village
Pen light color

中国现代漆画的开创者 - 吴埜山博士

吴埜山博士在泰国留影

吴埜山（1873-1950），福建诏安西潭人，早年游学于东南亚。吴埜山在流传于潮汕闽南地
区的传统黑地金漆技艺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以线造型的人物、山水和花鸟画画法结合西洋肖像
油画的明暗画法，巧妙地将两者融为一体，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金漆画，与上个世纪初发展起来的
越南漆画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与他深谙中国传统绘画和民间漆艺分不开，也得益于其游学东南亚
的艺术经历。
2016 年春节本人受艺委会老主任（原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健亲教授所托，在其提供的民
国报纸关于吴埜山为数位民国政府政要所作的金漆肖像画旧闻基础上，峰回路转在他的老家后人
处寻觅到尘封已久的一幅《自画像》（创作于 1931 年），并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中国
现代漆画文献展”，入编《中国现代漆画文献展作品集》，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漆画艺委会论定为
迄今为止最早的中国现代漆画，吴埜山也被尊称为中国现代漆画的开创者。他的作品被公之于众
后，近两年在社会上陆续出现他作品的消息，其中最为重要并确认无误的包括去年发现的《孙中
山全身像》藏于泰国福建会馆（据记载原藏于南京中山陵），以及这次的这幅《象耕图》，创作
于 1929 年，将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现代漆画又向前推进了两年。
汤志义 - 中国美术家协会漆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
教授
2018 年 10 月

2016 年，诏安藉金漆画家吴埜山博士被中国美协漆画艺委会认定为中
国现代漆画的第一开创者，美术界权威专家也给予极高评价。刚发掘的
吴埜山大师《自画像》在南京、宁波、厦门、南昌、武汉、太原、北京、
重庆等 8 个城市举办的“中国现代漆画文献展”巡回展示其不朽风采，
吴埜山大师的开创性艺术成就也被编入《中国现代漆画文献论编》。

县初级中学及吴埜山家乡的西潭小学都曾悬挂孙中山画像，均系吴埜山
绘赠。
还有目前所知的吴大师曾给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著名侨领胡文虎画过
漆画像。抗战期间，他又创作了金漆画《苏武牧羊图》呈送国民政府，
以画明志，表达了坚守民族气节。

                           金漆画家吴埜山博士（1873-1950）

                                       林森像 吴埜山的髹漆画
之前，中国美协漆画艺委会根据相关线索，在汕头、漳州博物馆等处多
方寻找吴埜山的原作，均一无所获。诏安书画院还专程去广州博物馆寻
找，该馆查阅档案，得知曾收藏数幅吴大师画作，可惜己毁于日寇侵华
战火中。
吴大师一生的艺术创作大多在泰国，为了进一步挖掘吴大师的画作，诏
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负责人及诏安书画院吴燕明院长，利用一切人
脉资源，多方委托泰国华侨群体及宗亲组织在泰国继续寻找。

吴埜山于 1873 年出生在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西潭村（现西潭镇潭光村），
青年吋，迫于生计，漂洋过海去泰国谋生，通过刻苦自学泥塑之艺，又
学得一手雕龙刻凤的巧艺。后来他融会贯通地将西洋的油画和中国的漆
熔于一炉，独创了享誉海内外的擂金漆画。

                                           泰国福建会馆
功夫不负有心人 , 经过多方努力，在泰国福建会馆终于发现吴大师的又
一金漆画原作《孙中山全身像》。该像左下侧署有”漳州吴埜山敬献”
隶书字样 , 画面人物孙中山神采奕奕 , 迎着朝阳 , 金光灿烂 , 确如《诏
安县志》所载：“以金银粉涂于亮部，图像金碧辉煌。”
                        吴埜山金漆《自画像》200×94cm  1931 年
吴埜山的金漆画以中国传统工笔人物、山水、花鸟等为基础，吸收西洋
的画法和画技，以建漆为底施于布，于干未干之时，用金粉调松脂，精
雕细刻，经长期钻研、实践、创作，终于形成别具一格的金漆画派，成
为出类拔萃的金漆画家。金漆画以熠熠生辉，金碧辉煌，别具风采著称。
而且不惧风雨剝蚀，色泽经久不褪，永葆光辉。
孙中山逝世后，吴埜山出自对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崇敬，以其精湛的
金漆画技艺，精心绘制孙中山巨幅金漆画像，赠送南京中山陵。熠熠生
辉的金漆画像悬挂于中山纪念堂正堂，轰动中外，受当时任国民政府主
席林森的高度评价。并荣获国民会议主席团颁发的有吴铁城、周作民、
于右任、戴传贤、纯一、张学良、林植夫、陈立夫等八 位民国元老亲
笔题签的荣誉证书。该画像据传在 1949 年蒋介石运送国宝去台湾时被
一并带去。
据传，建国前北京“中山纪念堂”、诏安县“中山纪念堂”中厅、诏安

                                孙中山全身像 吴埜山的金漆画

2878
吴埜山（1873-1950） 象耕图
麻布、金粉、箔、大漆

1929 作

57×66 cm. 22 1/2×26 in.

RMB: 400,000-800,000
款识：己巳五月漳州吴埜山作于岭南六塔古寺千佛塔下
钤印：埜山

WU YESHAN Elephants in the plough
Linen foil golden powder lacquer

2879
戴泽（b.1922）
纸本油画

白塔寺

1971 作

32.5×23 cm. 12 3/4×9 in.

RMB: 30,000-50,000
签名
戴泽  1971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DAI ZE The White Pagoda
oil on paper

戴泽（b.1922），四川云阳县人。1946 年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
艺术系，师承徐悲鸿、吕斯百等先生。1946 年 9 月任国立北平艺术专
科学校（中央美院前身）徐悲鸿先生助教。后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直
至退休。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代表作：《农民小组会》、《义和团》、
《和平签名》、《画家徐悲鸿》《马车》、《岔沟之战》等。

戴先生的创作非常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源于他画作中质朴、深入生活、忠于时代的艺术价值。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看到的是非常朴素纯粹的美。一
张最普通的纸张、一支最简单的铅笔、一点最常见的水彩就可以把他内心的追求和绘画的价值全部体现出来。他用非常直接的方式把对生活、对自然
最真切的内心感受和心灵共鸣展现在画布上，原原本本地将那个时代的气息传递出来。正如高尔基所说，一个老人就像一座博物馆，他就是这样一座
博物馆。通过戴先生的画作，可以看到他那一代画家，艺术创作从人民中来，用真情实感传达出现实生活中的美感。好的艺术不会过时，因为它们基
于人性光辉中对真善美的追求。有这样的艺术内核，戴先生的作品不会随时间暗淡，而是愈发熠熠生辉。
- 杨飞云《老实为正·承先启后 - 谈戴泽画艺》（节选）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戴泽是一位勤奋、诚实、不断进取和探索的艺术家，他为人诚恳、正直，教学和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在同事中备受尊敬。
他几十年来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深入生活，坚持写生，在艺术中追求真善美，创作出大量好作品。
在艺术上戴泽先生是多面手，人物、风景、静物俱佳，油画、水彩、彩墨技巧均能。他的作品充满著乐观的情绪，洋溢著浓郁的生活气息。
虽然戴泽先生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仍然有著一颗年轻的心，他在艺术上继续辛勤耕耘，不断为人民大众奉献自己的新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
祝他身体健康，生命之树和艺术之树常青。
邵大箴《读戴泽先生的画》

2880
戴泽（b.1922） 船
纸本油画
12.5×48.5 cm.×2 4 7/8×19 1/8 in.×2

RMB: 30,000-50,000
签名
戴泽  船（背面）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DAI ZE

Boat

Oil on paper

2880 背面

2881

戴泽（B.1922）

戴泽（b.1922） 弥尔顿兰

纸本油画

纸本油彩

1978 作

29×41.5 cm. 11 3/8×16 3/8 in.

RMB: 30,000-50,000

月季

1990 作

30.5×44 cm. 12 ×17 3/8 in.
签名
戴泽  1990（正面）
校七 . 五连程师傅  77.3.24（背面）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签名
戴泽  弥尔顿兰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DAI ZE

Miltoniaspp

Oil on paper

2882 背面

2883
夏培耀（b.1936） 大渡河龚嘴水电站工地
纸本油画

1972 作

39×54.5 cm. 15 3/8×21 1/ in.

RMB: 30,000-50,000
签名
培耀  1972 年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XIA PEIYAO Construction site
Oil on paper

夏培耀，1936 年出生，重庆江津人。1958 年于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油画专业
毕业，1962 年于浙江美术学院罗马尼亚博巴教授油画研究班毕业。历任四川美
术学院绘画系主任、油画系主任、油画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省级重点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获省级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
津贴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

可贵的是，画家远离猎奇，更无意于展示落后，相反地，他以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以全部的爱心倾注于这土地，这人民，并使自己融合于他们之中同呼吸，共命运，
因而能牢牢把握惊人的内质之美，这种美远远不同于惯见的香甜温软轻柔滑腻，
却是时下已难得一见的沉郁厚重犷博浑朴之大美。
《初春的太阳》、《寂静的河滩》、《等待出栏的羊群》、《艳阳天》、《大
花牛与他的主人》、《清溪》、《门栏》、《羊司令》、《黑披风》《三个进
城的阿咪子》等等一系列的油画，以不同的视角和不同层次展示了这惊人之美。
你可以在人物脸上的每一条邹纹里，衣服的每个褶纹里读出这一切，并且与作
者一起进入那个世界，进入他们的心灵。
在这里，画家无意于说教，无意于赋予艺术以广大的社会文化意义，而更深刻
的内涵都在平凡人物的背后，在对生活的直白表述中自然而然地、若有若无地
流露出来了。甚至似乎无意于艺术上的特别追求，信手拈来，而艺术的天趣四溢。
其手法，有如“自然之道”，“无为而无所不为”。
其心态，“钓非钓”，“得鱼而亡筌”矣。
此所谓“化境”欤。

2884
夏培耀（b.1936） 大渡河上女民兵放漂
纸本油画

1973 作

39×54.5 cm. 15 3/8×21 1/2 in.

RMB: 30,000-50,000
签名
培耀  1973 年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XIA PEIYAO Militia women
Oil on paper

2886
陆国英（b.1925） 秋收
纸本油画

1973 作

36×49 cm. 14 1/8×19 1/4 in.

RMB: 10,000-30,000

签名
陆国英  1973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2885
陆国英（b.1925） 读
纸本油画

1957 作

51×42.5 cm. 20 1/8×16 3/4 in.

RMB: 10,000-30,000

签名
陆国英  1957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LU GUOYING read
Oil on paper

LU GUOYING
Oil on paper

Harvest

陆国英，1925 年出生于上海，1947 年毕业于上海苏州美专，师从颜文
樑，1955 年至 1957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师从马可西莫夫，毕业后执教
苏州美专、无锡艺专及南京艺术学院，现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作为“马克西莫夫训练班”中的唯一女性，陆国英在半
个多世纪里，一直在油画艺术上辛勤耕耘、不断探索。她的作品纯朴自
然，不加任何雕饰，具有一种乍然横出、意蕴丰厚的美感，发表了一批
有影响的作品，如《柯勒恋支》、《大提琴手》、《居里夫人》、《向
警予》、《宋庆龄》等。作品均被美术馆，东南亚、日本等著名收藏家
收藏。1955 年春天，文化部作出决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油画培训班，
聘请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主持教学。马克西莫夫训练班的学员是中央
美术学院方面在全国各地精心选拔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并有一定创作
经验的青年教师组成。他们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侯一民、靳尚谊、詹建
俊、尚沪生、冯法祀；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汪诚一、王德威、王流
秋、于长拱；鲁迅美术学院的任梦璋；南京艺术学院的陆国英；人民美
术出版社创作室的武德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虹、何孔德；上海的俞
云阶、天津的秦征、四川的魏传义、湖北的袁浩和王恤珠、陕西的谌北
新；尚沪生和张文新在培训班作过短暂的学习。这些“马训班”的学员
后来成为中国油画创作的重要力量。
— 摘自刘淳《中国油画史》

2887
龙力游

捣奶

布面油彩

1983 作

118×134 cm. 46 1/2×52 3/4 in.

RMB: 400,000-600,000
签名
1983.10 Liyou
出版：1. 发表《诗刊》杂志，封底扉页 1998 年 12 月出版；
2.《龙力游·中国现当代美术大系》吉林美术出版，2009 年 1 月出版。

LONG LIYOU

Mashing Milk

Oil on canvas

龙力游，1958 年生于湖南湘潭。
1984 年本科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获学士学位。
1987 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获硕士学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油画院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硕士生导师。
从 2005 年至今，连年参加中国写实画派年展。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等机构和国内外私人收藏。

龙力游从欧洲古典油画和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获得最深的体会，宁静、和谐地对待客观现实、对待自己、对待艺术创作，始终将目光投注于草原 即好力堡和布里亚特民族。
大概正是画家与生俱来的这种特质，让这位出生于湖南，在湘江边长大的画家，近二十年来的绘画创作，始终将目光投注于草原 - 即好力堡和布里
亚特民族。“我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每当自己置身在空旷的草原上，我就仿佛成了百禽的知音，心理溢满了亲近大自然的快感。”
龙力游把“手艺”视为绘画创作的基础。他通过手艺完成他的构思，从手艺中寻找乐趣。他孜孜以求地追求写实油画造型、体积、结构、色彩和空间的完美。
为每一幅作品，从观察和体验生活中产生灵感、搜集素材、创作草图到完成画面，他都做充分的准备。他不求一气呵成，而是沉下心来在慢中不断润色、
推敲，以求画面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他从欧洲古典油画和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获得最深的体会，宁静、和谐地对待客观现实、对待自己、对待
艺术创作。
他善于处理画面大效果与细节的关系，人们读他的画会立即被画面的整体效果而驻足，进而在细读中则会被他深入、细致、真实刻画的细节所吸引。
他巧妙地把人物安排在特定的景色中，力求景致描写、构图与色彩色调处理与人的心境、情绪相一致。《捣奶》正是一件充满巧思处理的内景画，画
面中母亲勤劳地在为家人捣奶，旁边的男孩懵懂地看着前方画面，在龙力游的画面中充满了夏尔丹式的诗意与温馨。《小玩伴》是龙力游少见的近景
肖像作品，画面处理十分细腻，小女孩的烂漫与天真在画家笔下表达地精细入微。

2888
戴士和（b.1948） 新安江早晨
布面油画
50×60 cm.×2 19 5/8×23 3/4 in.×2

RMB: 30,000-50,000
签名
和 2003.11
出版：《山水梦境—中国著名油画家油画作品集》，2004 年。

DAI SHIHE

Xin an jiang's morning

Oil on canvas

戴士和（b.1948），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1981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研究生班。作为高级访学者在俄罗斯
列宾美术学院进修，并在列宁格勒澳德萨举办个人画展。出访过英
国、法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埃及、南非等国，现任中央美
术学院教授、造型学院院长、油画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
艺委会委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壁画学会理事。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艺术家，戴士和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艺术学、美学和文学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绘画中的各种基本元素：点、线、面、黑、白、灰、形、
光、色等的组合和构成。戴士和认为画家最重要的不在于画什么，而在于怎么画。因为在真正的艺术家手里，任何物象和媒介都会变得鲜活有力并从
中闪烁着艺术的光芒。戴士和数十年如一日地实践了自己这一艺术思想。画家把普通人视而不见的普通场景提升到了一个纯艺术的高度，而这些无处
不洋溢着艺术家才气的作品中又不可遏止地弥散着一股高雅的书卷气息和平和中正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有着宽广博雅、富于修养的艺术风格，戴士
和和他的作品无疑在艺术潮流中占据一个位置。
— 苏旅

2889
席德进（1923-1981） 素描
素描纸本

1975 作

席德进（1923-1981），四川南部人。1941 年考入四川成都省立
技艺专科学校习画。1943 年以同等学历考取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
校，开始画油画，受庞薰琹、林风眠、赵无极、朱德群、李仲生等
人的影响。1948 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此后随军去台，任教于
省立嘉义中学。

51×76 cm. 20 1/8×29 7/8 in.

RMB: 10,000-30,000
签名
席德进  1975
来源 : 亚洲私人藏家。

XI DEJIN Sketch
Slcetch on papen

2890
朱新建（1953-2014） 美人图

而除了水彩之外，席德进另一喜爱的绘画方式即为素描，从杭州艺
专起学画石膏像与人体模特儿，到巴黎时期在公园替人画速写，看
似即兴的素描，展现了艺术家毕生的功力。完成于 1973 年的《韶华》
即为一例。在纸上藉由炭笔的来回逡巡，一个身着立领衬衫的少女
现身在我们眼前，其深刻的五官与炯炯有神的大眼和浓眉，均为艺
术家所特别喜爱的人物典型。而其眼眸流露出她刚强、坚毅的性格，
虽是速写，但仍一丝不苟地对衣领、发丝等细节着力刻划，当中强
而有力的黑色线条，正如艺术家对美的绝对要求，容不下一丝不完
美。作品展现了艺术家对于创作的认真态度。

布面油彩
80×100 cm. 31 1/2×39 3/8 in.

RMB: 180,000-200,000
签名
大丰  新建
来源：原藏家得自画家。
说明：此作为右手创作，朱新建早年笔友旧藏。

ZHU XINJIAN
Oil on canvas

Beauty

中国文人画也有很多反过来追求专业而画得精细的，若干年画
一幅的也有。但朱新建的画是更简单的文人画，这个也可能跟他画
动画片的出身有关系。
文人画与画师画的基本区分，在于“写”。很多以简单著称的
文人画都被称为“写画”，基本是写出来的。写画的意思是，意思
写到就刚好了，不要啰嗦。
我们把这个浓缩成了一个词 -“写意”。这个词准确但云山
雾罩，没文化容易看不懂，明白讲话，就是他 “写” 的水准，要
高于他 “画”的水准。写的起点在于你想表达一个意思。画的起点
在于你想模拟一个物体。
钟阿城说，“中国人画画对色彩没有多大感觉，但是对线条就
很敏感，男人形容女人都说线条好。”
你不会说她颜色好，更不会说她体积好。好比纤细、扭捏、凹
凸，拆来了都是说线条的字。

2891
贾涤非（b.1957） 步行图
布面油彩
160×175 cm. 63×68 7/8 in.

RMB: 200,000-300,000
签名
2005.8  涤非  步行图

JIA DIFEI Walk
Oil on canvas

贾涤非，1957 年生于吉林。1983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
历任中央美院油画系教授、中国油画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油画学会副会长。曾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
“第二届中国油画展优秀奖”。代表作有《杨靖宇将军》、《尴尬 戏人儿》，作品曾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秉承了贾涤非一贯的极富张力的线条、极具情绪化的笔触和激情色彩；热烈、绚烂、流畅，充满想象但又合乎逻辑、恰到好处。画家
把丰硕的、充满张力的人体并置，使得画面平添了荒诞怪异和神秘气息，揉合了现代意识和传统文人精神的大写意，所有人物处在一
个非常状态的空间，贾涤非用夸张、变形以及象征的手法使人联想到京剧这种艺术形式的程序化与画家内心的反叛，纯粹的精神、意
志与人。

2892
丁立人（b.1930） 武剧图
丁立人，1930 年出生于浙江海门。六岁习画。曾就学于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及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丁的作品曾在国内外进行数十次的展出。作品在国内
外美术刊物多次专题介绍。河北教育出版社《各画家精品集 - 丁立人》作品
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澳门文化署、香港大一学院收藏。近期展览：
2015 年，
“行由品”脉象绘画邀请展，广州，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郭小东文学馆）
；
“戏画麒芳”纪念周信芳诞辰 120 周年中国戏曲人物画名家邀请展，上海，上
海图书馆。2014 年，“非由述作 發于天然”丁立人、王劼音、尚扬、夏阳四人展，
上海，视平线艺术；“梅韵兰芳”纪念梅兰芳先生诞辰 120 周年扇面画展，上海，
朱屺瞻艺术馆。

画画就是画画，一管笔一张纸，信手画去，随意极了。我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只要觉得画得痛快便好。什
么节奏、韵味、格调、深度、完整全不考虑，也用不着去想。画画应该是没有负担，应该是很简单的事。相反地，要考虑以上种种，
顾虑便多、包袱太大、负担过重，还走得了路？儿童画为何如此好？就是单纯、轻松。原始人的画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们天真，没
有世故。非洲艺术这么好，就是他们未被污染，保持原有的质朴。我觉得纯净的艺术是好艺术，天真的艺术是真善美的艺术。学艺术
应该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真，学习他们的善，才能达到艺术的美。我一向都在想，宁可幼稚，不可老气横秋。
一棵树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一片沙滩上没有两粒相同的沙子，这是老生常谈的话。人也是，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由此可见，人画出来的画，不可能相同。事实呢，不是这样的，许多人的画挂在一起，或是一本画集将许多人的画刊登在一起，雷同
的多，大同小异的多，特殊的少，异样的少。

纸本重彩
65×65 cm. 25 5/8×25 5/8 in.

RMB: 40,000-60,000
签名：丁立人
钤印：立人（朱）
来源 : 今日美术馆旧藏。

DING LIREN Acrobatic fight
Color on Paper

2893
丁立人（b.1930） 钓金龟
纸本重彩

人的不同是个性的不同，这是先天的，父母给的。此外，还受後天环境的影响。比如艺术对一个人来说有天性的一面也有受教育
的一面，艺术的类同性主要来自後天的教育，模式教育容易形成类同。

69×69 cm. 27 1/8×27 1/8 in.

要使艺术保持个人面貌，唯一的办法是不受到同化，顺其自然，走自己的路，不参与一般模式学习，选择自学道路。
自学道路艰难曲折，不可能一帆风顺。也正是因为它的崎岖，意外收获更大些，有利于艺术个性的发扬，易形成个人风格，且形成过
程极其自然。
画画，无论画什么，画山画水画花画鸟画人物画故事，不是在画山画水画花画鸟画人画事，而是在画自己。

签名：丁立人
钤印：立人（朱）
来源 : 今日美术馆旧藏。

画家画了一生的画，画的全是自画像。

RMB: 40,000-60,000

DING LIREN indiscreet
Color on paper

吴大羽（1903-1988）作为现代油画的开拓者和艺术先锋，吴大羽是 20 世纪初我国第
一代留法归来的杰出教育家和一代艺术巨匠，在用尽半生而历经坎坷的艺术历程中，
以诗性的艺术语言和跨越东西的表达，为世纪初的中国画坛填补了重要空白。吴大羽
于 1903 年生于江苏宜兴，十五岁即前往上海、在张聿光门下学习绘画，并于 1922 年
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创作思维受到近现代西方绘画潮流的极大影响。1927 年吴大
羽学成回国，应林风眠之邀请担任杭州国立艺专西画主任，并与其一同在教学与创作
中倡导新派艺术，启发了吴冠中、赵无极等众多此后蜚声国际艺坛艺术家的创作实践，
开创了中国现代绘画的崭新面貌。

吴大羽在创作中借用西方现代艺术思维，同时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寻东方艺术语言，从而将西方抽象技巧融入个人化的东方意
韵，使创作具有流动婉转的纯粹美感。他说：“我的绘画依据，是势象、光色、韵调三方面的结合。光色作为色彩来理解，作
为形和声的连结是关系时空的连结”，由此发展，他在多年的创作过程基础上提出了“势象”概念，将画面的形与色置于音与
色的节律之中，使书法气势之力融入心中意象，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无声的韵致，以“势”消化西方的形与色，用“象”总领
传统的韵与情。
20 世纪 40 年代起，吴大羽开始在抽象油画创作中寻找表达内心的艺术语言，同步呼应着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运动，并在创作中
追求艺术与感情的纯真表现，从而建构起独有的艺术体系。在这一时期，吴大羽的创作带有高度的“线性”意识，用纯粹而多
变的线不断对画面进行重构，从而以最直观的手法使创作成为画家心灵载体，体现出独特的个人特质和时代趣味。在色彩表现
上，吴大羽通过将原有色块进行分解与重组，使画面色彩更为单纯和醒目，以点染、交叠、勾勒等笔法将西方外光派色彩进行
本土化改造，显示出对色彩的精准掌控力。在空间处理上，吴大羽用介乎于二维与三维之间的空间表现，在西方绘画布局中显
示出鲜明的东方特色，不仅传达出源自内心的声音，更为绘画本身注入更多的诗性意味。

2894
吴大羽（1903-1988） 无题
蜡彩纸本

约 80 年代作

15×10 cm. 5 7/8×3 7/8 in.

RMB: 80,000-110,000
出版：1.《吴大羽纸上作品·上册》，大未来画廊，2010 年，P297
2.《吴大羽纸上作品·下册》，大未来画廊，2010 年，P67

WU DAYU

Untitled

Oil pastel on paper

2895
李青萍（1911-2004） 异空
纸本油彩

九十年代作

55×39 cm. 21 5/8×15 3/8 in.

RMB: 30,000-60,000
钤印：李青萍印（朱），李瑗（朱）
来源：藏家得自李青萍家属，并附有“名门艺术”保真书。

LI QINGPING Alienation
Oil on paper

李青萍（1911-2004），湖北荆州古城一个正处衰落的大家族，原姓赵，名叫“毓贞”，字“俊初”，乳名“元姑”、
“萍儿”，后跟其先祖父姓李，名“媛”。1937 年，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学院前身）西画研究班毕业证书（当
今硕士学位）1937 年远赴南洋，受聘到吉隆坡坤城女子中学任艺术部主任。向印度画师沙都那隆学习“泼彩画”。曾与
刘海粟、司徒乔、杨曼生等人在马六甲、槟城举办巡回展览，为抗日义卖募捐。1941 年，徐悲鸿在吉隆坡借李媛出画册
之际，将其名改为“李青萍”，书名由徐悲鸿题写，扉页是徐悲鸿为李青萍画的肖像，接着是徐悲鸿的题词“艺术第一”
和他所撰写的三百二十六字序言。同年秋《青萍画集》问世。1942 年回国后曾多次在北京、上海、天津、无锡等地办展，
并曾应邀赴日展出。1950 年曾调国家文化部门工作。1952 年受聘于北京的一家美术出版社。1955 年后因遭受政治上不
白之冤而返回湖北原籍。1979 年后得到平反、恢复公职、作离休干部对待，增补为江陵县政协副主席。出版：《青萍画集》
（1941 年），出版第一本画册；《青萍旅行日记》（1946 年秋），上海商务印刷馆出版；《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 年 7 月 22 日头版载：
“失踪三十五年后再现风采—女画家李青萍推出三百余幅新作”）；《生的回声—著名归侨女画家李青萍的艺术生涯》（1995 年 12 月），
东方出版社。《李青萍画集》（1999 年），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据专家介绍，李青萍作品国内已不多见，流失国外的部分作品已被日本、
马来西亚等藏家收藏，90 年在香港苏士比拍卖会上，一幅油画作品以 16 万港币成交。
李青萍的画得到了众多国际艺术大师的高度评价：
齐白石词：“李青萍小姐画无女儿气”；
徐悲鸿词：“新派女画家”，“艺术第一”；
刘海粟词：“今之西画引进中国，只有你与我为先驱”；
张大千词：“你的泼彩在中国普及之后，将象孔孟之道一样千古永存”；
胡愈之词：“李青萍女士蜚声画坛已久，所作画品极为人们赞赏”；
著名美术评论家严善镦词：“李青萍在近代中国画史上的成就，可与昨天日本画坛泰斗梅原龙三郎媲美”；
周韶华词：“青萍画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造诣，在全国是第一流的。李青萍是荆楚儿女的骄傲！是祖国人民的骄傲！李青萍泼彩图是中华民族艺
术殿堂的瑰宝！”
郑振铎赞誉：“百闻不如一见！”
日本文艺界称为：“中国画坛 — 娇娜”；

2896
李青萍（1911-2004） 血石

2897

纸本油彩

杨识宏（b 1947）

九十年代作

草叶集

38×55 cm. 15×21 5/8 in.

纸本油彩

RMB: 30,000-60,000

53×73 cm. 20 7/8×28 3/4 in.

钤印：李青萍印（朱）
来源：藏家得自李青萍家属，并附有“名门艺术”保真书。

LI QINGPING Blood stone
Oil on paper

1991 作

RMB: 50,000-70,000
签名
c.yang  91

YANG SHIHONG
Oil on paper

杨识宏，1947 年生于台湾省桃园县。68 年国立台湾艺专美术科毕业，
79 年移居美国纽约，为台湾旅居国外最活跃的画家之一。其作品
进入纽约顶级的画廊展出，并成为专属画家，可说是台湾抽象画界
的代表人物。在八○年代末期与九○年代初期他称之为「植物的美
学」的系列作品中，杨识宏回到了宇宙的和谐结构中，他以抒情的
视觉思维与图像思维，表现出一种理性内化之后的浪漫气氛。这时
画面上的物象已经不仅仅是物象，而是外在事件时间已经过滤之后
的诗性元素，其中没有流逝的时间，或者这种时间已经被杨识宏以
纯粹绘画性的空间结构改造了；所看到的是，随着笔触的方向而挥
洒出来的时间，那是一种造型运动感之下的时间。

Grass-b lade sene
他的作品富涵浓厚东方情怀，90 年后作品多以漂浮漫生的植物为
主题，充满人文气息。表现上融合水墨笔法及西画着重之色彩及光
线，故能在二度空间中表现出时间及速度的视觉感，又兼容东方神
秘气息。

2899
叶鸿平（b 1962） 域界
绢本彩墨

2017 作

210×145 cm. 82 5/8×57 1/8 in.
约 27.4 平尺

RMB: 300,000-500,000
签名：鸿平
钤印：鸿平印（白）

YE HONGPING Boundary
Ink and color on silk

叶 鸿 平，1962 年 生 于 苏 州，1980
年入学苏州工艺美术学校绘画专业，
1986 年入学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舞台
设计专业，1994 年创办苏州创艺书
画社，为中国当代杰出花鸟画家。
业界雅称“苏州第一工笔”。

2898
管策（b.1957） 浮游系列
纸本综合材料

1977 作

管策，1957 年出生于江苏南京。
1981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
现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美术系，是南京当代艺术家群落里的“老哥萨
克”，一直起着领袖的作用，中国后现代艺术家的主力之一。

50×70 cm. 19 5/8×27 1/2 in.

RMB: 10,000-20,000
签名
gvance  6/9 下

GUAN CE
Mixed media on paper

管策是 85 新潮的代表人物，参加了中国最早的当代艺术团体“红色·旅”
的组建及 89 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多年来，他一直
致力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与实践，被称为中国综合材料的创始人和江
苏当代艺术的一面旗帜，作品多次参加海内外大展并多次获奖。他的作
品，对综合材料及运用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对油画技艺的单纯表现，他对
材料的娴熟掌握加强了作品的表现力。这种消除性绘画语言方式虽然远
离油画的传统概念，但却印证了油画艺术在当代艺术中与其他材料相结
合的可能性。他的作品，具有某种他人所不多或不屑的控制力，这个控
制力是多方面的。他知道控制着“度”的重要，他努力把握着作品气息
与当代性的“度”的关系，通过笔触、造型、材料去挥洒一份优雅但又
不令其流向纯粹抽象；注意让作品中的被遮挡、被涂抹的局部人的形体
时隐时现地流露出观念性的因素但又不使之滑向观念性绘画。他走的是
一条“不即不离”的曲径，这需要一种高超的平衡感和控制力。

你的将来就是你现在的每一天积累起来的，有兴致的时候就画，至于将来会画到什么地步我也不清楚，某种意义上和我无关，至于画什么，我想一个
画家情绪的表露是命中注定的，控制不住的，该怎们表达，情绪到了自然就往那个方向走了。画画就像讲方言一样，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只是把
你想表达的东西用笔墨表达出来，它和你日常的积累、追求是相关的。目前没有想明白的也不必苦思冥想，人永远都是往前走的，这就是一个过程，
如果现在知道答案也就没意思了。
中国画的精髓还是大写意，更具体中国画的特质就是写意。画家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天赋，与生俱来的笔性是不可少的。我喜欢大写意是因为每一笔下
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又有章法可寻，并不是随意的畅快淋漓。画写意成功率其实很低，画一百张有十张自己满意就很难得了。我很讨厌重复，每
张最好都有新的感觉，是当时情绪的表达，就像花火，爆发的一瞬，过去就过去了。尤其有时候有点微微的醉意，画起来格外爽，清醒了再想模仿当
时的墨笔是不可能的。
天分是必须的，没有天分大概也成不了大家。我说的天分是一种“笔性”，艺术家拿起笔，用墨和纸接触就有的与生俱来的东西，有了这种笔性，再
加上后天的投入，就可能会有建树。而画家的天分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视觉上的，用笔的笔性，像任伯年那样；还有一种有文学修养的天性，是一
种文人的内涵， 腹有诗书的天赋，比如金农。如果两种天分都没有的，我觉得还是不要画了。

王劼音，1941 年生于上海。1956 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附中。1960 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

校，1966 年毕业。曾任上海火柴厂美术设计员。1977 年任教于上海市美术学校。1986
年在奥地利维也纳造型艺术学院高级版画班、国立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哈特教授工作室
进修。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上海版画会会长。1989 年受聘任第七届
全国美展评委。1996 年受聘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应邀在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讲
学半年。2000 年成为上海油画雕塑院特聘艺术家。

精神风景

审美就是发现，发现就是创造。王劼音的作品，有时尽管仍保持着客体可以辨识的某些基本形态，但细节结构、色彩赋形等等却与大
自然的客观形态相去甚远，画面上那些洒脱率性、不拘成法的线条和色块，奇崛险峻的构图，以及色调和色彩的对比，已迥异于大自然，
但却强化了大自然的节律和生态对人的心理影响，创作出他风格独具的“精神的风景”，一个蕴藉着混茫圆融意境的“无何有乡”。
“无何有乡”者，子虚乌有之地也。它尽管在现实中难觅踪影，却是人们梦中的理想。“无何有乡”会令人联想起陶渊明笔下的“桃
花源”，这是一个何其理想的境界！王劼音的绘画作品，为我们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现实中无，而又存乎人人心中的“遍于象外”
的“无何有乡”。
文人油画

王劼音的绘画作品，将中国文人画对笔触的感觉、版画的拓制感觉和涂鸦的随意性感觉等等熔于一炉，呈现出浓重的文化气息。这种“气
息”并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纠缠交错、交相融合在一起，是在绘画技巧和文化内涵上的一种熔铸和提炼。
在王劼音的油画作品中对色彩和色调的诗性把握，成为他作品风格的重要特征。他所运用的色彩，基本上没有客观自然的固定色，更
多的是在画面上铺陈各种主观色彩以及由此组成的综合色调，以表现自己的情感。他惯于将色彩统一在一个朦胧而又和谐的或绿或紫、
或青或褐的灰色调子中。他很少用纯度和明度高的颜色，从而脱尽了明亮暖色的喧哗，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宁静与诗性的梦幻般的境界。
他的作品，没有宏大的构图以及全貌式的远景，画面处理多以局部的诗意追求为美学特色，强调情寓于简约，注意小中见大，以少胜多，
用高度概括的绘画语言传情达意，抒泄胸臆。
将王劼音的油画称之为“文人油画”是十分相宜的。他将我国源远流长、传承有序的“文人画”中的“神韵”、“野逸”、“简淡”、“朴
拙”的审美旨趣，以及崇尚表现的“混茫圆融”精神境界集于一身，以“兼济”之才，“独善”之志，建立起他油画作品的文化品格，
形成了他有着独特风格的“文人油画”。

2900
王劼音（b.1941） 天心月圆

WANG JIEYIN
Oil on canvas

布面油彩

1992 作

49.5×36.5cm. 19 1/8×14 3/8 in. 约 1.6 平尺

RMB: 120,000-150,000
签名
劼音  1992

Interstellar

2901
王劼音（b.1941） 云石图录 <1-4>
水墨纸本
140×69 cm.×4

55 1/8×27 1/8 in.×4

约 8.7 平尺（每幅）

RMB: 300,000-500,000
签名：王劼音  2011
款识：云石图录之一
云石图录之二
云石图录之三
云石图录之四
展览：“新古典山水”—王劼音作品展，
復言社，北京，2015.10.18。

WANG JIEYIN

Gallery

Ink on Paper

王劼音近年来创作的国画作品，极具创新意识地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以线条、墨点和色块组成的极具个性化的图式。在其“山水”系列作品中，线的因
素已基本上转化为块面，仅仅保留了勾勒极少形象的轮廓线，大面积的墨色和水墨圆点构成的空间，更多的是着意于在酣畅华滋的墨韵背后“独契灵异”
的混茫圆融的内涵。
而到了“原点图像”系列作品中，已很难或无须用传统中国画的概念对其作出界定，这里已完全摈弃了线条，只剩下用渴润浓淡各异的水墨圆点铺陈
画面。这些水墨圆点，正如郑板桥所说：“忽焉而淡，忽焉而浓，究其胸次，万象皆空”。看似有着更为鲜明的形式感，却已超越了形式的审美情趣，
赋予了精神的意蕴。所谓“原点”，并非只是对水墨圆点的指称，更是蕴含着回归艺术本原的深意。

2902
洪凌（b.1955）

山居图

纸本水墨

洪凌，1955 年生于北京，云南白族人。1979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美
术系，1987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修班。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油
画系第三工作室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91 年作品《寒雪》
参加“91 中国油画年展”并获优秀奖。生活和工作于北京和安徽。

2903

70×115 cm. 27 1/2×45 1/4 in.

RMB: 80,000-100,000
签名：洪凌画
钤印：雾中人（朱）

HONG LING mountain map
Ink on Paper

早期画中国水墨山水，尔后又深造油画，能够随意流畅的驾驭着这两种
绘画，并逐渐渗到他称之为山水油画的个人探索之中去。他的追求是由
内而发的，注重在精神内涵上对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文化精华进行吸
收融汇，并综合地将具象、意象、构成、抽象诸因素熔于一炉。在艺术
创造的道路上他充分的利用了自身特有的激情与智慧，并能使之转化为
文化意义上的成品。作品有《寒雪》、《初夏》等。

洪凌（b.1955） 晓雾霜朦
布面油彩
80×100 cm. 31 1/2×39 3/8 in.

RMB: 200,000-300,000
签名
洪凌  2003
出版：《山水梦境》，中国油画，2002 年

HONG LING
Oil on canras

Frosted dawn

2904
尹朝阳（b.1970） 石崖
布面油彩

2013 作

150×260 cm. 59 ×102 3/8 in.

RMB: 1,000,000-1,500,000
签名
朝阳 2013 年（背签）
出版：《寒山，2012-2013 尹朝阳作品》龙美术馆上海中国 2013 年（图版，
第 92 图，第 94-95 页）。
展览：2013 年 11 月 13-30 日「寒山—尹朝阳个展」龙美术馆上海中国。

YIN CHAOYANG Stone cliff
Oil on canvas

尹朝阳，1970 年 9 月生于河南省南阳市，1996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
画系，1996 年至今居于北京，职业画家。1999-2000 年，参加《新锐的目
光 -1970 年前出生的一代》艺术展，1999 年“新锐的目光”（北京国际
艺苑美术馆），2001 年第一届成都双年展（成都现代艺术馆），2001 年“神话”
油画展（北京艺术博物馆），2002 年“青春残酷绘画”（上海东大名艺术
创作），2004 年“乌托邦”作品展（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005 年《公
共关系》（美国），2008 年《尹朝阳 - 十年》（民生艺术中心），2009 年《入
寺显佛》（嵩山少林寺），2011 年《石窟》（亦安画廊），2013 年《出山》
（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历史之路 - 威尼斯双年展与中国当代艺术 20 年》
（意大利威尼斯）。作品被海内外藏家收藏。

或许根源于尹朝阳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怀敬意，并对传统书画和文物鉴赏方面颇有心得，这些研究反哺了他的创作，在经历了「青春远去」、
「乌托邦」、
「失乐园」、「广场」、「辐射」等系列创作之后，尹朝阳将绘画的重心放在了对风景的诠释上，并陆续于近两年的「在嵩山」、「寒山」、「空山夕照」
等个展中亮相，呈现出个性独特、视觉强烈的山谷松石景观。
中国传统文人画向来寄情于山水，不惑之年后的尹朝阳也选择了传统画家们应对精神危机的常用方式。如其所述：「我喜欢山野里独有的味道，那种
依靠海拔的错落展现出来空间丰富异常，原始的草木味道古人谓之『山野气』，和城市的『烟火气』比起来，这山野气干净纯粹。」而尹朝阳的风景
画中看不到传统文人画隐逸避世的佛性禅意，他的绘画语言却是纵情挥洒、激情四溢。在 2013 年的作品《石崖》（Lot 197）中，狂放不羁的笔触堆
迭出斑斓的绘画肌理，稠厚的颜料在画布上层层刮擦、涂抹，形成了一种奇绝的「笔墨」感觉。色彩运用上遵循了塞尚的色彩法则─用色彩表达空间
和结构。画中山石堆砌呈三角形构图，这一稳重敦实的感觉便是通过高纯度、大面积、冷暖对比强烈的色块来完成，制造出粗砺、凛冽、炫丽的视觉
趣味。这种视觉趣味是「很当代」的。

尹朝阳曾说：「我一直认为塞尚的作品里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不舒服，他的画里总有一种不协调存在着，那是一种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消解的质量，
就这种质量而言，他真是老而弥坚。」诚然，尹朝阳的任何一幅作品从未让谁「舒服」过，「青春远去」里的残酷迷茫，「失乐园」里男女纠缠撕咬、
虐恋，「广场」中营造了吊诡压抑的政治气氛。至此如下，在尹朝阳的风景里也休想找到半点秀山绿水中诗和远方、岁月静好的痕迹，甚至端倪。《石
崖》中暗绿色的松林也绝无微风拂过摇曳婆娑的姿态，横刷的色块宛如被疾风狂扫，而树干挺起不屈的脊梁与风势呈相反方向顽强对抗。周围的山石
粗糙冷峻，棱角分明，寂然不动，这一典型的北方地貌隐含着凝重、苍凉、奇炫、胶着的心理特质。呈现出浪漫主义的悲壮、象征主义的神秘、表现
主义的自我宣泄。所以，尹朝阳的风景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艺术家在社会语境变化及心境转化后的心里投射。而这种心理状态在当下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为体验当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摩角度。

2905
尹朝阳

2906
风景

布面油彩
73×73 cm. 28 /4×28 /4 in.
3

3

RMB: 100,000-150,000
签名
朝阳 2011 年春（背签）

YIN CHAOYANG
Oil on canvas

Scenery

他所关注的艺术家也从培根与里希特转变为塞尚与黄宾虹，
“中国古典艺术中的超越性是我所关注的，这是中国艺术
高于其他文明艺术的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古典文化的文化
属性需要在当下被表达。而为什么喜欢塞尚，是因为我在
维克多山写生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原因我的作品很快就完
成了，但当我观看塞尚作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种‘慢’，
他的创作是缓慢的，而在缓慢中产生出超越平常经验的全
新状态。

王亚彬（b.1974） 斜阳
布面综合材料

2014 作

132×120 cm. 52×47 1/4 in.

RMB: 200,000-300,000
签名
王亚彬 斜阳 2014（背签）
展览：AYE 画廊

王亚彬，1974 年生于河南新乡。1994 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艺术系。
主要艺术活动：2005 年“搜山：王亚彬个展”，上海，中国；2008 年
“幽黯国度：王亚彬个展”，马德里，西班牙；“我的宝石王：王亚彬
个展”，南京，中国；2010 年“大象座：王亚彬个展”，北京，中国；
2011 年“意外的芬芳 - 王亚彬个展”，杭州，中国。
他的画面时常将实体的光影，抽象的感觉，都变成纯粹的色彩感。虽然
他常使用不同的颜色，但仍然把画面统一在类似水墨画的抽象的色彩体
系里。对他来说，不同的情感需要不同的视觉，因此作画的方式也常常
有所不同。他创作的节奏和情绪是变换的，每幅画都是一段完整而无法
复制的印记。

第三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2015 年 3 月
15 日 -17 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

WANG YABIN

Sunset

Mixed media on canvas

王亚彬的绘画是一个综合体，来自他对生活的体验，对古今美术的感
悟，还有丰富的情感和洞察力。其实，任何理论化的形容，也比不上
一个敏锐而善感的艺术家，对“浮生若梦”的体会。杜马斯（Marlene
Dumas）的一本画册叫做“丈量你的坟”，听上去有些可怕，但确实，
每张画的开始与结束，都在丈量画家生命的宽度。

2908
吴翦（b.1970） 根
布面油彩

2010 作

170×84 cm. 66 7/8×33 1/8 in.

RMB: 80,000-120,000
签名
wujian. 2010
说明：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WU JIAN

Root

Oil on canvas

吴翦（b.1970），生于江苏大丰。1994 年
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2005 年，蒙
彼利埃双年展，法国蒙彼利埃喜剧广场。
2005 年，面对面”- 来自东方的艺术，
波茨坦艺术空间，德国。2005 年，重塑当
代中国艺术，美国纽约。2007 年，后先锋
中国当代艺术大展，安亭艺术空间，香港。
2008 年，“东方”- 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
墙美术馆，北京。2008 年，中国抽象艺术
三十年，巴塞罗那，西班牙。2009 年，意
派 - 世纪之维当代艺术展，今日美术馆，
北京。

2907
周泉（b.1966） 风景
布面油彩

2018 作

78.5×58.5 cm. 30 7/8×23 in.

RMB: 20,000-30,000
签名
小泉 18

ZHOU QUAN
Oil on canvas

Scenery

周泉，1966 年生于安徽，1989 年毕业于安徽滁州师专美术系，19911992 年入中央美院进修，现任安徽省雕塑院专职画家，国家二级美术师，
作品《静物》入选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周年全国美展（安徽
省博物馆收藏）；作品《女青年》参加台湾大陆新人肖像画展（台北民
生财团张伟健先生收藏）；作品《午后》参加新加坡华人艺术节油画展
（新加坡人华银行收藏）；作品《我的小妹》参加日本亚洲美术家第二
回展览（日本山口家族收藏）。

从中看到了某种苍凉、萧瑟、和荒率。于是，
他的画面亦充满类似元明清文人“萧疏荒
率”的表现主义性格。但是，其出发点则
同后者风马牛不相及。吴翦的“萧疏荒率”
没有任何田园趣味，也与超尘出世的文人
意境毫不相关，更是与西方的抽象表现主
义无关。吴翦的感情完全出自于一个当代
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他把人的消费物
看作一种人性化的物，并赋予它一种人性，
一种被都市人异化了的物性。所以，吴翦
的画中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因素，这种愤世
嫉俗不是对现实中的某类或某群人的批判，
而是对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调侃和批判，它
是人与其生活空间之间冲突的体现。但是，
这种批判却是用那么纯粹的、不露声色的
美学方式表现出来。这与受到后现代主义
影响的“调侃”、“玩世”直接的社会性
表现方法截然不同。从这一点出发，吴翦
绘画的社会性和当代性内容被掩盖在它的
传统和现代表现主义的美学形式之下。这
种矛盾也体现在吴翦的个人性格中。吴翦
是一个超然自逸、处世平和的青年艺术家，
但是胸中却有永远喷发不尽的激情。（高
名潞）

2910
孙蛮（b.1968） 桥二
布面油彩

2010 作

180×150 cm. 70 7/8×59 in.
约 24.3 平尺

RMB: 80,000-120,000
签名 :SUNMAN 2010.9
出版 :《清青之光》，文化艺术
出版社，2010 年 ，p47

SUN MAN
Bridge(serir2)
Oil on canvas

孙蛮（1968-）生于陕西西安。
1991 年 毕 业 于 西 安 美 院 油 画
系，获学士学位。1994 年毕业
于西安美院油画系，获硕士学
位，留本系任教至今。1999 年
赴欧考察。2000 年至 2003 年
毕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系高研班。

2909
赵一丁（b.1961） 黄土地·如荼
设色纸本

2018 作

123.5×244 cm. 48 5/8×96 1/8 in.

RMB: 150,000-200,000
签名
赵一丁 2018

ZHAO YIDING
Color on paper

Nourish

赵一丁，世界华人艺术商会（泰国）主席、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清华
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环境艺术委员会委
员，1983 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校友 30 年卓越成就奖获得者

青春是对未来和远方的想象和向往，孙蛮作品空间中的道路、阶梯与桥梁，是度过和穿越的意象。比起对于“事物是否有真相”的追问，孙蛮更相信
手绘画像在表达事物真相上所具有的可能性，或者说在接近事物真相上的可能性。在孙蛮的作品中，表达了当代人对于世界的观看，这种观看与主体
的关注、记忆、选择密切相关。
对于观众来说，孙蛮是一位田园诗人或是城市歌手？在我看来，无论城市与乡村，孙蛮的眼光始终凝视于天空中的微明之光与大地上的花影叶荫。她
既是自然的见证者，也是生命的感知者，更是灵魂的先行者。她的目光穿过历史，看到了千年依旧的风景。在我们与画面相遇的瞬间，过去的回忆和
未来的想象竟然全部涌现，使日常现实的悲喜变得无足轻重。观看，也许并非思考，是我们与孙蛮作品最好的相遇状态。而这种“观看”能够被呈现
出来，与他人分享，这就是孙蛮绘画的动因，也正是她的快乐所在。确实，孙蛮的油画超越了现实的塑造和功利的评价，是穿云而过的夜莺的歌唱。
只是这歌唱因为女性的敏感而充满人生的感喟，低回绕梁，所以更具有一种深阔的神秘与无常，世界因此更值得期待与向往。
— 殷双喜《永恒之境 - 关于孙蛮的画》

2911
徐鸣（b.1945）
布面油彩

秋韵

2018 作

80×160 cm. 31 1/2×63 in.

RMB: 180,000-280,000
签名
xuming 徐鸣

XU MING
Oil on canvas

徐鸣（b.1945），祖籍浙江宁波奉化人。毕业于南京轻工美专、香港
岭南艺苑，1967 年赴新疆绘画，1980 年移居澳大利亚，1986 年又移
居加拿大温哥华至今。现北京设有工作室。作品曾被加拿大等多家博物
馆、美术馆及众多收藏家收藏。多次出版徐鸣画集。

2912
徐鸣（b.1945） 莲
布面油彩

2012 作

92×122 cm. 36 1/4×48 in.

Fall rhythm

RMB: 150,000-250,000
签名
xuming 徐鸣

XU MING Lotus
Oil on canvas

磅礡的笔触盈满整幅画作，展现水墨的大气，却不失画中的空灵
意境，同时融入印象派画风，感知光影的变化与色彩的跃动性，
使日常生活所见之莲潭，顿时生意勃发，动静间，幽静之景随想
而见。艺术家将个人所体会万物间精神所在，运用苍劲雄浑的笔触，
恣意挥洒于画布上，色彩浓淡有致，寓景于情，强烈的气场穿透
画面，藉由画笔体现升华。澄澈透明的潭面映照出青翠的绿，灵
巧的红好似鱼儿悠游其中，生趣盎然，沉静的蓝带出此作的意象，
低敛而不盛气凌人。不追随固有的形式，也不局限风格，使徐鸣
更能遵循自身的思想去创作，展现其成熟精确的绘画表现。

2913
肖芳凯（b.1976） 双屏抽象
布面油彩

2002 作

100×50 cm.×2 39 3/8×19 5/8 in.×2

RMB: 30,000-50,000
签名
XFK 2002
说明：现在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XIAO FANGKAI
Oil on canvas

Flowing

肖芳凯（b.1976）生于江西大余。2000 年毕业于江西教育学院美术系，
获学士学位。200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获硕士学位。
2003 年在北京举办首次个展“闲云卧游天地间”。主要展览：1997 江
西油画年展（1997，南昌）、九届全国美术展暨江西第 11 届美展（1997，
南昌）、当代平面油画艺术邀请展（2001，北京）、今日美术馆首届
青年美展（2003，北京）、观世界—艺术家联展（2004，北京）、第
三届全国青年美展（2008，北京）、艺术南昌当代绘画展览（2008，
南昌）、城市领袖—国际沙龙展（2009，北京）。

2914
肖芳凯（b.1976） 三联屏抽象
布面油彩
200×100 cm.×3 78 3/4×39 3/8 in.×3

RMB: 100,000-150,000
说明：现在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XIAO FANGKAI
Oil on canvas

Infinity

2916
刘炜（b.1965） 风景
纸本综合材料

2915

1998 作

23×30 cm. 9×11 3/4 in.

刘炜（b.1965） 花

RMB: 60,000-80,000

纸本综合材料

签名
刘炜 Liuwei 1998
来源：亚洲私人收藏。

2001 作

27×22 cm. 10 /8×8 /8 in.
5

5

RMB: 60,000-80,000
签名
Liuwei 201
来源：亚洲私人收藏。

LIU WEI

Blossom

Mixed media on paper

LIU WEI Landscape
Mixed media on paper

刘炜是极具烂漫才情的当代艺术家，他擅长于运用带有强烈个人
特点的笔意和气氛来进行尝试性的创作，在他的艺术创作中直接
流露着他所感悟到的生存状态和情绪。其独特的绘画语言往往能
够从中国传统绘画中觅得踪迹，中国传统的“笔情墨戏”在刘炜
的作品中得到了新的展现，形式感极强的画面呈现出多样性绘画
技法所给水墨绘画带来的的非凡趣味。他的作品所传达的当代意
义是透过杂乱、偏执的场景和形象之后，回味悠长的讽刺感和幽
默感。刘炜对花儿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偏爱，贯穿于他创作的各个
时期。综合媒材，多重的表现技法赋予了画面难以言表的美感，
给予观者深度想象的空间。

2917

2918

马轲（b.1970） 梦乡

杨劲松（b.1971） 猫 1 号

布面油彩

布面油彩

1995 作

2003 作

115×145 cm. 45 1/4×57 1/8 in.

228×180 cm. 89 3/4×70 7/8 in.

约 15.0 平尺

约 36.9 平尺

RMB: 80,000-100,000

RMB: 60,000-80,000

签名
1995 马轲（正面），《梦乡》
1995 年 115×145cm 马轲（背
面）
来源：亚洲私人收藏。

签名
劲松 Jan 2003 Yang Jin song
来源：中国嘉德 2014 秋季拍

MA KE

YANG JINSONG

Dreaming

Oil on canvas

马轲，1970 年出生于山东淄博，2005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硕士学位，被称为“新生代”画家 , 现工作于北京
马轲在绘画的精神性探索中注入对现实的观照，致使真实在他的作品中转化为某种神秘感，画面中粗粝的线条、深暗的色调、不安的节奏给予
了观者强有力的感官刺激，他将这种绘画的方式与内在的感官世界相互映照，探寻和追问多维现实中的“自觉”与“自由”。马轲也是一个比
较关注自我状态的画家。关注自我是这个时代共同的特征，但只要稍加比较，就能发现，马轲式的自我表达，既不自恋，也不张狂。实际上，
与其说马轲关注的是自我，不如说他更关注与自我陌路相逢的那个世界。 面对它， 画家总是带着一股久别重逢的惊诧和十二分小心的胆怯。
不管在遭遇这个世界时是受了伤害，还是得了恩惠，他总像是拣了一件宝贝，颤栗着双手却又不失果断地走向画布，在那里挖开一个洞，倾诉
着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

卖会 开拓—中国绘
画的多元化探索专场。

Cat

Oil on canvas

杨劲松，1971 年出生于四川重庆，1996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之后于 1999 年至 2000 年赴德国卡萨尔美
术学院进修，现为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讲师。其自 1990 年代中期即活跃在艺术圈，作品《每日新闻》、《两个人的风景》分别于 1996 年入
选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油画肖像艺术百年展’、‘走向新世纪中国青年油画展’。2002 年，在德国斯德沃克画廊及卡塞尔勋菲尔德宫分
别举办个展。
以猫为描绘主角的早期之作，当中呈现的不是温驯可亲的家猫，而是暴戾而张扬，带有反动性格，正大肆进行破坏，具攻击性的猫咪。他企图
透过作品将日常生活中的无序、与环境潜藏的暴力，与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张扬地表现出来，透过绘画，他向观者抛出疑问，并提出对生活的
反思。

2919
徐赫（b.1972）
布面油彩

2001 作

徐赫，1972 年出生于河南。1995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油画专业，学
士学位。2008 毕业于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自由艺术系自由绘画专业、
大师班学历（德国艺术学院艺术专业最高学历）艺术双硕士，德国华人
艺术家协会首席理事，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196×152 cm. 77 1/8×59 7/8 in.

RMB: 10,000-30,000
签名
徐赫 2001，4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XU HE
Oil on canvas

凡作画者必先以气胜，这意味着，线条和用笔与艺术家合二为一，艺术
家的灵肉、力量瞬间在画面上爆发 . 由此形成艺术家个人的不能被重复
复制的气质语言 . 当然，气息并非一蹴而就形成的，需要酝酿积累，在
创作的前期，对周遭世界的洞察并吞，个体融入自然情境的通感体验，
犹如在虚空的容器里接纳抓紧空间里游荡飘浮的精神，倾卸迸发在作品
上。

2920
韦加（b.1983） 聆听
布面油画
230×180 cm. 90 1/2×70 7/8 in.

RMB: 10,000-30,000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WEI JIA Soulless
Oil on canvas

韦加，1983 生于辽宁省沈阳市，2006 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
2009 获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硕士学位，2012 法国艺术城艺术家驻地项
目，2013 美国阿尔弗莱德大学艺术家驻地项目，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韦加的表现性笔法一直是他画面最触目的视觉表达，狂放恣肆，真气弥
漫。他的图像往往是人物肖像、怀孕天使等具象题材。对强调绘画性的
韦加而言，具象题材首先是一个的标靶。据此，他通过形状与色彩的反
复涂改、覆盖和修正，淋漓尽致地释放并挥发着自己的感性冲动。性情
所至，画面的力量感和整体感犹如浑然天成，顿然彰显。其次，韦加的
具象题材并不直接交待场景和内容，拥有一定的隐喻性，给人多种联想。
他的图像始终承载着对人性的追问，以及对绘画精神性的某种追求。
（顾
振清）

2921
明镜（b.1960） 一个人的房间
布面油彩

2000 作

120×110 cm. 47 1/4×43 1/4 in.

RMB: 50,000-80,000
签名
明镜 2000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MING JING Alone
Oil on canvas

明镜，1960 年 11 月出生，男，满族。现任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中国油画学会理事。1983 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装璜系．同年开始自
学油画。1992 年“三人画室 92 年展“（北京 • 中国美术馆）1997 年，油画作
品《飞虫》获“走向新世纪 • 中国新年油画展奖”。1999 年，油画作品《品茶》
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
像明镜那样的绘画性其实是有条件的，就是在绘画的感受性上有过人之处，笔
触的收放、颜色的控制、构图的张力、线条的质朴，等等，在这些绘画的基本
要素上与众不同，因此，绘画性与表现主义相比，总是更为审美。这种审美不
是来自既定的公式和规则，而是来自他的先天条件，与他的自我紧密相连。明
镜的绘画接近于抽象，或者首先是抽象，他首先是用大笔把颜色铺上画布，形
成抽象的画面关系，这种关系表面上是无意识的形式构成，实际上现实空间在
心理空间上的投射，颜色与颜色之间，笔触与笔触之间，都有一个隐藏的前后
深远的关系。

2922
潘冠群（b.1982）
布面油画

2007 作

200×160 cm. 78 3/4×63 in.

RMB: 10,000-30,000
签名
PANGUANQUN 07
展出：“处境”潘冠群个展，2008 年，灿艺术中心，北京

PAN GUANQUN
Oil on canvas

潘冠群，1982 年 12 月 29 日生于北京，2006 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
绘画系油画专业，现为职业艺术家。
潘冠群的绘画创作在语言形态上具有强烈的古典艺术特质，然而，他的
作品如果仔细观察和品味，又有着不少时代的元素，比如画面的空间构
成，景物的安排，衣着的混搭，等等，都传递出他对画面内涵的刻意营造 沉静中蕴涵着不安，肃穆中暗藏着荒诞。潘冠群画中的小丑既不搞笑也
不让人引发怜悯，而是不安。就像真实生活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
能在某一时刻某种情境中成为小丑，这的确令人不安。

2923
罗荃木（b.1965） 花卉
布面油彩
65×80 cm. 25 5/8×31 1/2 in.

RMB: 40,000-60,000
签名
荃木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LUO QUANMU
Oil on canvas

Flowers

罗荃木，1965 年生于江苏南通。1990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
职业艺术家。2001 年举办“New Graphic”罗荃木个展。曾参加“首
届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北京；1997 年“中国当代艺术作品邀请展”
香港国际会展中心；“当代艺术国际交流展”等重要展览。

2924
罗荃木（b.1965） 养蜂人

怎样在画面中展现一种既真实又不现实的场景，是我一直想要的东
西，而现在，我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 罗荃木

布面油彩

2015 作

150×110 cm. 59×43 1/.4 in.

RMB: 180,000-200,000
签名
荃木 2015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LUO QUANMU The Beekeeper
Oil on canvas

在罗荃木“养蜂人”系列中，描绘了从事生产的劳工阶级画像。他反复
使用同色调的色彩表达出大自然神秘的秩序，企图营造出一个紧凑氛围
的工作背景。画面中看不到激动赞扬劳动者的伟大，也看不到对集体记
忆的负面批判。艺术家只是中性单纯地描绘出劳动者忙碌地工作。画
作内容常是劳动者默默从事生产活动的瞬间切点，没有叙事的前因后
果，反而延续了当下动作的永恒性。画中无论是蜂箱的造型或是养蜂人
的形态，都隐约透露出画家自身以及对生产者孤寂的写照。而集体劳动
者卑微的存在，都在错综交缠的肌理纹路中呼之欲出。

2925
张恩利（b.1965） 图案
布面油彩

2009 作

60×60 cm. 23 5/8×23 5/8 in.

RMB: 220,000-320,000
签名
09 恩利

ZHANG ENLI The Pattern
Oil on canvas

张恩利，1965 吉林省出生，1989 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大学艺术
学院现任教东华大学艺术学院。

描绘物的外貌也是一种肖像画 - 物的肖像。物本身虽然没有个性，可是它能像一面镜子似的，映照出它的使用者的气质、精神，以
及他们和它的关系。每个人在观看的时候，都意识到是“我在看”。当他不去思考的时候，物就摆在那里；当他去研究它、研究怎么
观看它的时候，物就不单纯是物本身了，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冒出来。这个过程就好像是去挖掘秘密一样。物体看上去是封闭的，
但它像容器一样，可以容纳我的想象力。物不仅仅是物，它还意味着某种关联性 - 和周围场所与空间的关系，和观看者内心的与精
神的联系。我想我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词汇，以及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 张恩利
从手法看，薄涂是张恩利的拿手好戏。在经常是无以名状的线与面、面与面的相互转化中，被他在画布上薄薄地涂绘出来的单个或一
组物件，获得了具体的质感与体量感。这张以皮鞋为塑造对象的《图案》创作于 2009 年，这一时期恰是张恩利内心最为挣扎的阶段，
在执着于架上语言的精神性表达却难以觅得认同的境遇下，这张似乎用鞋面线条与色块纠缠在一起的线条，以及它们相互跨越所形
成的包抄交错，让我们发现画家与画面的关系并非轻松。他与画布这个二维空间的视觉磋商，以如此慎重却又以看似随意的样子展现
给我们看。成为了这一时间张恩利心境的最隐晦的表达，随性但却充满确定性的笔触将皮制容器的质感进行极为简洁的陈述，物体侧
面底部的快速用笔又增加了画面的动态感知，将确定与不确定之感奇异地交织成为张恩利独有的语言。

2926
王岩（b.1977）

带狗的年

青人
布面油彩
190×150 cm. 74 3/4×59 in.
约 25.6 平尺

RMB: 120,000-180,000
签名
WY 2000
来源：亚洲私人收藏。

WANG YAN The Youth
With A Dog
Oil on canvas

王岩，1977 年考入鲁迅美术学
院油画系，1982 年毕业获学士
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今。现为
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二工作室
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
油画学会会员。

2927
胡晓敏（b.1971） 无题
布面油画
150×190 cm. 59×74 3/4 in.

RMB: 10,000-50,000
应该说我是属于“视觉反应”比较敏感的那类人。与生俱来的“通过感觉到的经验去理解事物的天赋”随着时间的流逝还顽固地保留着，这使我能在
繁杂的绘画理念的混沌中相信“视觉的经验”。从所见事物的外观中发现形式意义的习惯也使我对现实的关注超过了一切。我的画也因此拥有了“写
实的面孔”和某种“现实性”。这样讲，并非意味着我是一个“写实主义者”。对我来说，视觉形象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而我所看重的是面对现实
时个人心灵的回应。这种回应是心灵的，但又必须是视觉的。我无法通过抽象的视觉符号空泛地披露我的内心。我需要寻找某种具体的和形象的东西
来建立画面的视觉基础，作为通向审美理想和内心世界的导线和出发点。通过对某种形式意味的把握和某些现实形象的锻造，实现画面视觉上的表现性。
使绘画的精神和涌动于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在“现实形象”的升华中自然地流淌出来。
— 王岩

签名
H06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HU XIAOMIN

untitled

Oil on canvas

胡晓敏，1971 年出生于南京，1992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大学，2002 年
2001 年“回到原处”，亦安画廊，上海，“非常 / 平常”亦安画廊，上海，
2002 年“过桥”亦安画廊上海。

2928
李青（b.1981） 互毁而同一得像·芳子与香兰
布面油彩

2011 作

李青，1981 年生于浙江湖州。2000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附中。2004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2007 年获该校硕士学位。

150×100 cm.×4 59×39 3/8×4 in.

RMB: 300,000-400,000
签名：Leo 李青 2011（侧签）
《互毁而同一的像·芳子与香兰》 Leo 李青 2011（背签
来源：亚洲私人收藏。

LI QING expected and unexpected - Fangzi And
Xianglan
Oil on canvas

照片，‘最致命的地方在于两张画永远地逝去了，一切无可挽回，就像生活本身一样覆水难收，但是值得追悼。最后的形象似是而非，暧昧不清，很
像我们被打磨过的记忆 - 一个形象从记忆深处慢慢显像的样子。昔日的世界总是要归于衰败和无形，有的东西离开了我们，有的东西继续留存，留
存得久的就是真实的吗？奇妙的是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在意料之外。’
— 李青
李青的话语方式发端于形象之间似是而非的“镜像”关系，通过图像之间的相互指涉而非图像对于现实的映现，来造成一种阅读的乐趣和意义的实现。
此后他又开始了“互毁而同一的像”系列创作 - 这个系列的观念所在，是先行绘制两幅单独的画面，在颜料未干之际就将这两个画面进行粘合，据
此而得的两个图像相互渗透，变得趋同而模糊，这种方式亦可以说是在“绘画”中掺入了“行为”，绘画不复静态的架上展现 -“互毁”这一行为，
将偶发的、不可预料的同时也带有破坏性的因素引入其中，从而使绘画语言结合了一种来自现实的力量，成为了更具自由流动性质的媒介。
— 《灰色的狂欢节：2000 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朱朱

2929
周长江（b.1950） 互补 2000.6
布面油彩
150×120 cm. 59×47 1/4 in.

RMB: 80,000-120,000
签名
上海油画雕塑院，周长江 90.10.20（背签）
来源：亚洲私人收藏。

ZHOU CHANGJIANG

Complementary 2000 .6

Oil on canvas

周长江，1950 年生于上海。1978 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
1985 年调入上海油画雕塑院从事专业创作，曾任副院长、副书记、艺术委员会
主任等职。现任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终身教授，中国油画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双年展学术委员会执行委
员，上海艺术博览会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曾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

周长江是中国抽象绘画代表画家之一。其从艺 30 年来，对艺术不倦的追求，
对学术深入的探讨，使他从一个颇具功力的写实油画家演变成一个非常有创造
力的抽象艺术家。他在当代文化进程中自觉的更新能力，对艺术形式的敏感、
新锐，和对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热衷，使他对推动中国油画的现代化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他的作品既讲究形式，又追求一定的哲理寓意，《互补》系列包含着中国传统
文化阴与阳、刚与柔、昼与夜等一系列合二为一的象征，但他绝不为了说明某
种观念而妨碍对形式的追求。他的画色调优雅而和谐，笔法单纯而多细微的变化，
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使人愉悦的视觉感染力。在当代艺术的创新实验中把握住了
视觉艺术的分寸感，是周长江艺术创作的优势所在。
如同他对艺术的执着与探索一般，周长江的画厚朴、沉着，笔触扎实而色基稳重。
周长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接触了西方现代艺术后，便开始以辩证的角度审视中
国的油画，在多年的理论补充和创作实验中消化西方的艺术宣言和思想。最终，
周长江的作品以东方哲学与传统为底，与西方的文化融合与互补，创造出他个
人的现代艺术语言。

2931
薛松（b.1965） 梅竹图
布面综合材料
100×80 cm. 39 3/8×31 1/2 in.
约 7.2 平尺

RMB: 120,000-160,000
签名
薛松
出版：《China 中国》。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XUE SONG Plum Blossom
Mixed media on canvas

2930
周长江（b.1950） 互补系列
布面油彩

1999 作

65×100 cm. 25 5/8×39 3/8 in.

RMB: 80,000-100,000
签名
长江 99.1

ZHOU CHANGJIANG

Complementary Serie

Oil on canvas
薛松（b.1965），出生于安徽省砀山县。1988 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89 年参加第二届上海青年美术大展。1992 年在英国大使馆举办
个展。1993 年参加第四届上海青年美展以及中国油画双年展。1996 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薛松个人画展。1997 年分别在德国和香港举办薛松作品展。
1999 年在伦敦举办薛松作品展。2000 年在上海香格纳画廊举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薛松新作品展。2001 年在伦敦和香港分别举办个展。2002 年
在上海香格纳画廊举办名为“不搭界─ 薛松 2002”个展，2011 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穿越历史与时尚”1988-2011 回顾展。
薛松的艺术视角在通过与历史对话，反映出内在对于东方水墨之敬畏。尺幅甚大的作品之中，将中国山水最为主要及重要的‘留白’区域，以有意识
的去拼贴重迭烧焚过、形制不一的纸片，纸片以各类的碑帖，或楷、或隶、或行、或草从而组成─ 在他的‘书法山水’中是一重要元素。其山峦皴
之层迭有致，慑服于山河壮丽之际，能依稀看到山石之中更有‘水墨画’，巧妙布局之中更显层次；依绽蓝河川、松与亭阁中人遥相对望，薛松善由
细节去构造、层层迭加重制的颜料而成的肌理质感，更丰富了整幅作品所予以观者之所想，共构成当代向历史对谈的妙意，甚是有趣。

2932
徐冰（b.1955） EXCELLENT
水墨纸本
59×41 cm. 23 1/4×16 1/8 in.

RMB: 60,000-80,000
签名：XU BING
钤印：XU（朱）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XU BING

EXCELLENT

Ink on Paper

2933
徐冰（b.1955） 西北大地
木刻版画
40×55 cm. 15 3/4×21 5/8 in.

RMB: 30,000-50,000
款识
西北大地

外国人对中国书法的欣赏其实长期以来只停留在一种抽象化的层面上，因为书法实际上跟写字是有关系的，欣赏书法必须要跟文字发生联系，但是由
于对中文的不能阅读，他们对中国书法的欣赏只能停留在一定的程度上。所以最后有些人就说，我通过这种方法让西方有了一种书法的文化，就如题
字的文化一样。我一直觉得我的这种文字是一种不好用的字库，它和正常的文字相比，起得正好是一种相反的作用：正常的文字是通过沟通、交流、
传达意思来起作用，而我的文字是为了阻截你的思维，给你的思维来制造麻烦，让你搞不懂，所以面对我这样的书法，你就必须要重新找到一个概念
的支撑点，这个时候实际上你习惯的思维线索就要受到一种阻碍，就像死机了一样，当你再重新的组装和开启之后，你的思维就会重新打开一种新的
思维空间，这是我非常希望在我的作品中发生作用的部分 - 就是怎样重新看事情，用什么角度来表达你的想法。只要有一点点变化，在本质上的，
你就会感觉到整个天地都在改变，这就说明人的思维的局限性是多么的强。
— 徐冰

徐冰

1982

XU BING The northwest
Printmaking

徐冰，1955 年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温岭。1977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版画系，1981 年毕业留校任教，1987 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
1990 年接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邀请，做为荣誉艺术家移居美国。
2008 年回国，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冰是中国当代最早蜚声海外且
至今仍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在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创
作的成名作《天书》系列中，他亲自设计刻印数千个“新汉字”，以图
象性、符号性等议题深刻探讨中国文化的本质和思维方式，成为中国当
代艺术史上的经典。九十年代移居美国后陆续创作《新英文书法》、《鬼
打墙》、《地书》等，均对国际艺坛产生巨大震动。此外，本世纪以来
徐冰的创作面向更为丰富，特别是其日益关注的艺术介入社会的题材，
《烟草计划》、《木林森》、《凤凰》等均是颇具深度的代表作品。鉴
于在当代艺术领域的杰出贡献，1998 年他荣膺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
克·阿瑟天才奖”；2004 年以“9.11”废墟尘埃为材料所做的作品《尘
埃》，在英获得世界视觉艺术最大奖项 - 首届“Artes·Mundi 国际
当代艺术奖”；2007 年在荣获美国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

2935
谷文达（b.1955） 遗失的王朝
水墨纸本

2006 作

96×60 cm. 37 3/4×23 5/8 in.

RMB: 100,000-120,000
款识：遗失的王朝 J 系列之十 二○○六年春日
文达记于上海莫干山路并记
钤印：酒神、谷文达印

GU WENDA The Empty Dynasty
Ink on Pape

谷文达，1955 年生于上海。1973 年毕业于上
海市工艺美术学校。1981 年 毕业於中国美术
学院国画研究生班，师从陆俨少先生，获文学
硕士学位。1981-1987 年 任教於中国美术学院
国画系。谷文达也是八五美术新潮运动中的领
军者之一。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他把错位、肢
解的书法文字做水墨画，借此挑战正统体制，
并影响了后来一代艺术家。

2934
王川（b.1953） 无题
水墨纸本

2009 作

69×69 cm. 27 1/8×27 1/8 in.

RMB: 30,000-50,000
签名：王川 09 年
钤印：大味必淡（朱）
来源：亚洲私人收藏。

WANG CHUAN

Untitled

王川（b.1953），生于四川成都。1982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88-2006 年间 11 次举办个人展览。主要展览：中国现代艺术展（1989）、
蜕变 - 现代中国水墨画（1990）、首届中国艺术双年展（1992）、九十年代的中国美术 • 中国经验展（1993）、中国艺术大展（1997）等。

谷文达的文字游戏和他对于这些费解文字的视觉呈现以及的坚持可以被视作是参与游戏的一封邀请函，是哲学上一种重合了的相似性，维特根斯坦将
这种相似性描述为：“例如，我们可以考察我们所谓的‘运动（或游戏）’（game）这么一个过程。我是指棋类运动、纸牌运动或者球类运动、奥林
匹克运动之类的。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 不要说：它们之间肯定有共同，或者它们可以不被称为‘运动’- 而是看一看是不是所有的都享有这么
一种共同性而非相似性、（此处加一顿号）关联性，是所有的都如此。再强调一遍：不要认为，而是看一看！其结果是：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相似性
重合在一起，有时候是一种总体上的相似性，有时候是一种细节上的相似性。”

着意于在心、手、眼的高度协调下，意在笔先的写意表达，一是暗喻内心的彼岸世界，带有东方神秘主义与哲学冥想的气息。不同于抽象主义在当下
衍生的观念、语言、材料、手段的多元化面貌，王川的作品是“去风格化”的，对人文精神内在逻辑的思考，不停止的思辨与形而上的终极追求是他
作品中充满厚重、力量感的源泉，是对艺术与生命的深度“咀嚼”。

如果用维特根斯坦对于游戏一词的理解方式来阐释语言游戏，我们可以看出谷文达受哲学的影响和对于哲学的忠实。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创作
相互关联的一系列作品，比如《联合国》，来探讨相似性和相关性。这不仅仅是其个人作品在物质形态上的表现，同时也在各个层面都有展现。这包
括民族之间的关系重合，世界各地人类毛发的聚合，人类所共有的 DNA 以及艺术家本人对大同、谦让、求同存异的渴求。

Ink on Paper

2936
陈墙（b.1960） 2001-15
布面油画
150×200 cm. 59×78 3/4 in.

RMB: 10,000-20,000
签名
陈墙 ( 背签 )

CHEN QIANG
Acrylie on canvas

陈墙，1960 年生于湖南，1989 年毕业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现
生活、工作在上海。

2937
马树青（b.1956） 无题

当感觉与联想的信息占据中枢神经，视网膜和手却在纸或布的平面达成
默契。这就是陈墙的抽象画的创作原理。这幅作品秉承他一贯的风格，
画面中保持眼睛的形状或是眼睛的变形，如果把“眼睛”内与背景一色
的涂色，看作“切断联想的茫然无视”，它造成的观看就与“眼睛”造
成了同状对应。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平均分配点、线、圈，眼睛的形状
缩减为瞳孔形状，观看的视线不再聚焦到某个局部，注意力则被分散。
陈墙的作品在画作层面是安静的，作品中的动，是被有意放弃的强势部
分对视网膜引导的视皮层的联系冲动。它们按捺不住的跳跃于眼前。整
个画面充满着冲突与平衡，规则与逃离，正与负、加与减、覆盖与消解，
呈现出一连串、一系列的堆积与中和，极端复杂而又充满智慧。

布面丙烯

2010 作

46×38 cm. 18 1/8×15 in.

RMB: 20,000-50,000
签名
SQ.Ma  2010.（背签）

MA SHUQING
Acrylie on canvas

Untitled

马树青，1956 年出生于天津。1976 年毕业于天
津工艺美术学校。1989 就读于德国慕尼黑美术学
院自由绘画专业。1994 移居法国巴黎 普罗旺斯。
2003 回到北京。天津美术学院特聘教授。现居北京、
巴黎。
马树青用厚重的颜料反覆重叠色彩，并刻意去除画
作的视觉中心，尽可能减少画面指涉的想像，色彩
以具有量体的颜料存在，并在画框边缘碰撞出丰富
的肌理，使创作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成为
可触之物。

2938
马树青（b.1956） 无题
纸本水彩
44×34 cm. 17 3/8×13 3/8 in.

RMB: 20,000-50,000
签名
S.Q  MA  2009（背签）

MA SHUQING

Untitled

Water color on paper

2939
马树青（b.1956） 无题
纸本水彩
44×34 cm. 17 3/8×13 3/8 in.

RMB: 20,000-50,000
签名
S.Q  MA  2009（背签）

MA SHUQING

2940
金田（b.1960） 假日

Untitled

Water color on paper

布面油彩

金田，1960 年生于南京，1987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现为江苏省美
术馆副馆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
主任，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2006 作

60×60 cm. 23 5/8×23 5/8 in.

RMB: 30,000-50,000
签名
金田  2016.1
展览：金田绘画作品展“彩云飘过”，中国美术馆，2017 年。
出版：《 金 田 画 集 —2018 年 江 苏 省 美 术 家 系 列 丛 书》，
2018 年

JIN TIAN Holiday
Oil on canvas

以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物乃至家庭摆设为载体，将西方某些现代艺术的
色彩和结构，融入到东方式的空灵、机变、意蕴之中，进而形成了一种
充溢着现代意识的清新格调。无须眉目传情，无须精雕细刻，却在类似
于中国写意画的意象造型中，在简洁明快的色块措置中，流泻出心灵的
情思和一笔不苟的谨严。

2941
徐震（b.1977） 天下
布面铝板油彩

2014 作

112×153 cm. 44 1/8×60 1/4 in.

RMB: 450,000-650,000
款识：徐震 2014（画背）
来源：亚洲 私人收藏

XU ZHEN The World
Oil on canvas aluminium panel

徐震，1977 年出生于上海，早在 2004 年就曾获中国当代艺术奖的「最
佳艺术家」奖项，并作为最年轻的中国艺术家参加了第 49 届威尼斯双
年展主题展。经过一系列的国际性大展，徐震在国内外艺术界获得高度
认可。2009 年，徐震创建「没顶公司」，不断开拓艺术创造的各种方式，
以多重身份涉足当代艺术，不断践行着「生产创造力」这一核心思想。

2014 年的《天下》，具有极高的辨识度，曾是纽约军械库艺术博览会
受到广泛推崇的重点作品。以扭动、甜腻、眼花缭乱的奶油花这个新的
视觉形式，指涉全球化语境下的新波普艺术。作品中堆砌在画布表面的
油画颜料，宛如一只巨大的裱花奶油蛋糕，芬芳甜腻，充满了令人激动
的幸福幻想。既保有了奶油的滑腻甜美，又似乎因密集景观般的雕塑模
型而成为一种象征，仿佛是对一场嘉年华或繁荣城市的高空俯瞰与微观
模拟。它芬芳又脆弱、享乐又腐朽，层层缠绕、团团纠结，像奇妙的彩
虹糖果、又似堕落的欲望都市。那属于全民上下的狂欢，流动繁华、声
势浩大。奶油式的天下、或曰天下式的奶油，折射了中国式的全球化享
乐主义潮流。

2942
杨福东（b.1971） 夜将 8/10
照片

2011 作

120×180 cm. 47 1/4×70 7/8in.

RMB: 150,000-300,000
展览：2013 年 3 月 16 日 -4 月 16 日「夜将—杨福东新加坡个展」香
格纳画廊 新加坡
2014 年 12 月 4 月 -2015 年 3 月 15 日「杨福东：电影中的风景」
澳大利亚移动影像中心 墨尔本 澳大利亚
2015 年 9 月 15 月 -2016 年 1 月 25 日「杨福东：电影中的风景」
奥克兰美术馆
奥克兰 新西兰
来源：中国 上海 香格纳画廊，亚洲 私人收藏

YANG FUDONG

General of the night

Photo

杨福东，1971 生于中国北京，1995 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
学院。杨福东，是中国当代最受国际瞩目的影像艺术家之一，其作品优
美而伤感，以古典文人气质与现代场景对接，模糊了历史感与现实性，
拓宽了影像叙事的方式，反映着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在富裕的物质生
活与日益匮乏的精神世界之间的妥协、困惑和无力感，同时也暗含了被
现代化狂潮践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奈。2002 年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
《陌生天堂》令其在国际艺术界声名鹊起，随后的《竹林七贤》（七部
分）已成为当地影像艺术史的经典之作。2004 年杨福东入选古根海姆
Hugo Boss 当代艺术奖，成为继蔡国强、黄永砯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
的华人艺术家。第一届艺术与设计大奖赛候选人。

2943
钱佳华（b.1987） 四面环山
布面丙烯

2016 作

2944
钱佳华，1987 出生于上海，2011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

季大纯（b.1968） 雏鸡

钱佳华构图空间由色块组成，色块的边界和线条微妙地将原本平
面化的画面变得立体。她通过线条的运用和色调的变化，令几何
块面与色彩关系之间取得平衡的律动，作品具有可塑性甚至近乎
趣味性的严谨，突破当代抽象艺术中常见的二维本质。

布面油画

150×130 cm. 59 ×51 1/8in.

RMB: 80,000-100,000
签名
钱佳华  2016（背签）
展览：“车马之行：蜂巢 2016 年终特展”，蜂巢当代艺术中心，

2006 作

110×110 cm. 43 /4×43 /4in.
1

RMB: 120,000-150,000

来源：蜂巢当代艺术中心，亚洲私人收藏。

签名
大纯
来源：南京大家画廊。

QIAN JIAHUA Surrounded

JI DACHUN

Acrylic on canvas

Oil on canvas

2016 年，北京

1

Chick

季大纯（b.1968），生于江苏，1993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现
为职业画家。
大纯在当代艺坛的独特之处，除了在于形象的“童稚”，更在于绘
画性的“至纯”。他的不事追求与雕琢，以及游戏状态的自然流露，
生成了一种久违了的出世感。
— 栗宪庭

2946
2945

熊宇（b.1975） 时光·你好

季大纯（b.1968） 小超人
布面丙烯

2006 作

60×50 cm. 23 5/8×19 5/8in.

RMB: 60,000-80,000
签名
大纯
出版：《典藏杂志》2016.11
来源：名门艺术中心，亚洲私人收藏。

JI DACHUN Superman
Acrylic on canvas

布面油彩
我的画有正经的一面，也有顽皮的一面，有时想犯个坏，
然后自己再把自己原谅。因为觉得自己已经很苦了，
所以想开开玩笑，这样更清楚、简单。
— 季大纯

2002 作

熊宇，1975 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1995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
1999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 获学士学位。
2002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 获硕士学位。
现任教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川大学美术馆馆长。

80×78 cm. 31 1/2×30 3/4in.

RMB: 无底价
签名
熊宇 时光的片段 2002 年（背面）
来源：北京荣宝拍卖，第 71 期，2011.8.13

XIONG YU
Oil on canvas

生长于成都的熊宇有着四川画家共有的忧郁和诗意气质，他把自己的人
物置身于诡异的光线下或者流动的水中，透明而且纯净的背景给人一种
安静思考的氛围。他的人物都有着大大的眼睛，穿着光滑的皮衣，表情
忧郁而安静，按照各种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方式生长或者活动着。熊宇
的作品属于一种写实的表现性主题，视觉空间刻意营造出一种漂亮虚无、
海洛因式的、属于他这一代人的 3 童话式迷幻精神意境。

2948
肖喆洛（b.2006）
纸本油彩

2013 作

56×86 cm. 22 ×33 7/8 in.

RMB: 5,000-20,000

签名
肖喆洛  2013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XIAO ZHELUO TIME HELLO

2947
周海峰（b.1972） 渡
布面油彩

2008 作

190×150 cm. 74 3/4×59 in.

RMB: 8,000-20,000
签名
周海峰 2008.1
来源：现藏家得自画家本人。

ZHOU HAIFENG Transit
Oil on canvas

周海峰（b.1972），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93 年毕业于江苏技术师范
学院美术系，现为郑州市中州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河南省油画学会会员，
河南省书画院特聘画家。
我的画有儿时涂鸦的记忆，有各种成年以后接受的文化碎片，也有多年
的绘画技法训练而在记忆深处留下的形象烙印。各种文化记忆符号之间
的关系是非此非彼、亦此亦彼。而那些记忆符号的编排组合也可能完全
是一种机遇的巧合，是一种情绪的随意流动。我的绘画不是情绪的肆意
放纵，而是东方人思维的内敛和散淡。我的绘画作品里有一种难于言说
也无须言说的东西，这好象也是国画所追求的境界……
— 周海峰

Oil on paper

肖喆洛，2006 年毕业于川音成都美术学院油画系，获学士学位
乍看之下，她的作品流露出末世的苍凉，这主要源於她画面中无处不在
的黑色气息，弥漫於倾压的天空、潦倒的城市、无尽的街道，还有逼仄
的房间里。黯淡昏沉遭致的压抑，扑面而来，同时又显现出异常的抽离
感：虚淡漠然。

2950
钱绍武（b.1928） 观音
铜雕塑
h:99 cm.

RMB: 80,000-100,000
签名
钱绍武 作
来源：原藏家得自艺术家本人。

QIAN SHAOWU guanyin
Bronze

2949
陈箫汀（b.1965） 月光下的西拉沐沦伦河
青铜

雕塑

98×22×40 cm. 38 5/8×8 5/8×40 in.

RMB: 80,000-100,000
来源：现藏家得自艺术家本人。

CHEN XIAOTING
moonlight
Bronze

Xar moron river under

陈箫汀，出生于 1965 年，80 年代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现旅
居加拿大。现为北京陈箫汀雕塑艺术工作室艺术总监，中国雕塑家协
会会员。
陈箫汀为了艺术追求，游学全球 100 多国家 300 多座美术馆、博物馆。
自驾 160 多万公里，到世界各地进行采风和创作。目前已完成大型城
市雕塑作品 300 多座，创作小型雕塑作品 200 多件。

钱绍武，1928 年生，江苏无锡人。雕刻家、画家、书法家。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和美术理论工作。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学术委员会常设小组成员、首都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委员会会长、中国城雕全国艺委会常委、中
国美术家协会雕塑委员会委员。曾任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
钱绍武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多才多艺的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他既有国学根基，又有西学修养，并得俄罗斯艺术之真传。他在艺术理论方面有独到见解；
在雕塑、书法、素描等领域均有杰出创造。他的雕塑作品大气磅礴，沉雄浑厚，诗意盎然，内涵深邃；他的素描、速写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他的充
满激情的有学养的 " 钱体 " 书法极有个性风采、别具一格，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
钱绍武 1928 年 4 月生于江苏无锡赫赫有名的钱家大院。他的前辈：钱穆、钱基博、钱伟长、钱钟书，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早已高悬于中国文化与
科技发展史的浩瀚星空。其父钱学熙是北京大学外语教授，英国文学专家 。而作为钱家的晚辈 ，钱绍武却是这个“名门望族”中唯一的艺术家。

2952
任哲（b.1983） 寻白羽
青铜

雕塑

2014 作

58×43×85 cm.
22 7/8×16 7/8×85 in.
约 2.2 平尺

RMB: 180,000-200,000
签名
Renzhe  任哲  Artist proof 1/AP
来源：现藏家得艺术家本人。

REN ZHE

seek arrow

Bronze

任哲 1983 年生，北京人，毕业于中国北京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获学士学位与硕士
学位。中国雕塑协会会员，自由艺术家，现
于中国北京生活及创作。

2951 背面

2951
周春芽（b.1955） 黑根舞桃红
陶瓷

釉上彩绘

2016 作

021/299

h:18 cm.

RMB: 30,000-50,000
题识：釉烧于瓷具底部：021/299  梅森双剑商标  周春芽
说明：附德国梅森瓷器开立之作品证书

ZHOU CHUNYA Over-glaze pigment
Enamel painting Ceramics

中国权威当代艺术家周春芽先生与德国国宝级品牌梅森 Meissen，
在 2016ART021 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中擦出全球艺术界最瞩目
的跨界火花。带给我们的惊喜除了有“桃花”、“绿狗”系列瓷器
和茶具外，该特别合作的限量版其它作品也悉数呈现。
1710 年，梅森 Meissen 工厂在亚伯特城堡成立。
传承德国精神，突破欧洲瓷艺巅峰，梅森 Meissen 瓷器发源于风光
明媚的德勒斯登，1710 年由德国前国王奥古斯特二世设厂建立，
堪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璀璨艺术史的缩影。从德国君王时代开始，
经历六种政治制度的演变和十一场战争洗礼的梅森 Meissen 未曾停
工一天，充分发挥了德国民族血液中的严谨精神。

任哲并不是要在经典或古典中追求形式的复古，而是要从经典或古典中发现和挖掘新的艺术能量与动力并试图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创造出一种「新古典
雕塑」。
任哲的雕塑作品在追求一种经典精神，是因为它蕴涵了史诗般的崇高和庄严，具体在雕塑语言上反映出他对一种瞬间嘎然而止的精神凝固的精准把握。
他把这种雕塑形式更进一步解读为“精”、“气”、“神”的美学意味。“精”指的是经过提炼或挑选出来的精华；“气”在中医学中是指人体内能
使各器官正常发挥功能的原动力，更是指人的精神状态；“神”则是指人的精力，或指高超出奇，令人惊异的精灵和情态。这种抽象化的中国美学观
非常符合艺术家的个性趣味，也促使了他从这些传统思想资源中不断寻找创作的能量和动力，而非简单地挪用那种表面化的形式。他正是在传统文化
资源吸收和转化的过程中重新界定了新的古典雕塑语言。

2953

2954

邵帆（b.1964） 月

邵帆（b.1964） 界

秋木、榆木

雕塑

1996 作

55.5×44×137 cm. 21 7/8×17 3/8×137 in.

RMB: 50,000-70,000
签名
邵帆 1996 5/30
出版 :《邵帆》第 15 页，《Contsasts》第 8 图。

SHAO FAN moon
Catalpa wood, elm wood

邵帆，1964 年生于中国北京。1984 年毕业于北京工艺美
术学校，至今为职业艺术家，从事油画、雕塑和多种材料
的艺术创作。他是中国第一批摸索视觉艺术领域和设计领
域之间艺术可能性的艺术家。他和艾未未通过对中国古典
家具的拆分和重组赋予了古典家具现代艺术生命。现生活
和工作在北京。

秋木、榆木

雕塑

1996 作

73×48.5×108 cm. 28 3/4×19 1/8×108 in.

RMB: 60,000-80,000
签名
邵帆 1996 4/70

SHAO FAN

Jie

Catalpa wood, elm wood

古老的明朝家具，当它作为椅子的传统功能性被艺术家拆解的那一刻，
观者也陷入了不知所措的极度困惑，于是开始重新审视每根被肢解的木
条。原来隐身于“椅子”里的优美线条、木纹与质理，就在邵帆拆解后
的重新组构下，巧妙地获得了最大的还原，类似的艺术表达，在王怀庆
的绘画中也得到对照。
邵帆作品中的不协调，正是艺术家引君入瓮的巧思与诙谐，就好像二十
世纪初西方实物艺术透过解构人们所熟悉的“现成物”，重新赋予崭新
的观看角度，杜象借着组合单车轮及座椅，便再造了革新观念的雕塑。
然而邵帆作品在视觉冲击与逸趣之外，同时也湛现着浓厚东方美感与道
家哲思。艺术评论家德梅特罗奥·帕帕罗尼曾评到：
“邵帆的家具雕塑……
是对当今遗失古代大师精神的直接启示，这种戏剧性的不协调，是邵帆
思索哲学的过程，外化的结果。”

2955

2957

班克斯（Banksy） Love Rat

草间弥生（b.1929） 黄色 / 红色南瓜

宝丽石

彩绘聚合树脂

雕塑 C/NO. 164/301 2016 作

26×18×30 cm. 10 1/4×7 1/8×30 in.

h:9.5 cm. L:7.5 cm.

RMB: 10,000-20,000

RMB: 20,000-30,000

题识：MMXV Full Colour Black Ltd.
MEDICOM TOY 2016 CHINA
备注：附原盒

说明 :外盒 13×12.5×10.5cm，草间弥生工

来源：亚洲私人收藏。

YAYAOI KUSAMA Pumpkin

BANKSY

作室监制原装收藏外盒。
来源：亚洲私人收藏。
Colored polymerization resin

Polystone

2956
班克斯（Banksy） Love Rat
宝丽石

雕塑 C/NO. 57/68

2016 作

26×18×30 cm. 10 /4×7 /8×30 in.
1

1

RMB: 10,000-20,000

题识：MMXV Full Colour Black Ltd.
MEDICOM TOY 2016 CHINA
备注：附原盒
来源：亚洲私人收藏。

BANKSY
Polystone

90 年代开始，班克斯就在布里斯托涂鸦，当时他还是创作团体“DryBreadZ Crew”里其中一名成员。《好奇心日报》此前也写过不少关于他的报导。
班克斯靠着作品迅速走红。
2010 年，《时代》杂志公布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100 个人，该期封面是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以及女神卡卡。而当中艺术家的列表，班克斯是唯一没
露脸的一位名人，照片中的他用牛皮纸袋盖住了头，上面还画着鬼脸。
班克斯的作品遍布各地街头，那些带有讽刺且幽默的涂鸦画，时常让经过的行人们会心一笑。尽管如此，他的行踪至今仍是一团迷雾，没有多少人知
道他究竟是谁。
2003 年，因为班克斯在英国举办首个大型涂鸦展而采访他的《卫报》记者 Simon Hattenstone 形容见到班克斯的初次印象：“白人，28 岁，休闲得
不修边幅—牛仔裤，T 恤衫，一颗银牙，戴着银链子和银耳环。他看起来就像街头版的杰米·内尔（英国演员）和麦克·斯金纳（Mike Skinner）
的综合体。”

草間彌生（b.1929），被稱為日本現存的經典藝術家，出生於日本長野縣松本市，在 1956 年移居美國紐約市，並開始展露她佔有領導地位的前衛藝術創作，
現居住在日本東京。她曾與當代其他藝術家如安迪·沃荷、克拉斯·奧爾登堡、賈斯培·瓊斯一起聯展。草間彌生的創作被評論家歸類到相當多的藝術派別，
包含了女權主義、極簡主義、超現實主義、原生藝術（Art Brut）、普普藝術和抽象表現主義等。但在草間對自己的描述中，她僅是一位「精神病藝術家」
（obsessive artist）。從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她企圖呈現的是一種自傳式的、深入心理的、性取向的內容；草間所用的創作手法則有繪畫、軟雕塑、
行動藝術與裝置藝術等。草間也算是日本當代作家之一，自她在 1978 年回到日本定居之後，陸續出版了含自傳在內有 10 幾本書籍。除了前面生平提
到的幾本重要小說之外，還包括了《聖馬克教堂的燃燒》（1985 年）、《天地之間》（1988 年）、《拱形吊燈》（1989 年）、《櫻塚的雙重自殺》
（1989 年）、《如此之憂》（詩集，1989 年）、《鱈魚角的天使》（1990 年）、《中央公園的毛地黃》（1991 年）、《沼地迷失》（1992 年）、《紐
約故事》（1993 年）、《螞蟻的精神病院》（1993 年）、《堇的強迫》（1998 年）、《1969 年的紐約》（1998 年）
她目前住在东京的心理治疗所中，继续从事艺术创作，她的工作室离治疗所不远，她曾经常对媒体表示「如果不是为了艺术，我应该很早就自杀了。」
早在四十年前草间弥生就已成就了日本艺坛无人超越的艺术高度。英国《泰晤士报》更将她列为「二十世纪 200 名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2958
村上隆（b.1962） 幻像
版画
67×67 cm. 26 3/8×26 3/8 in.

RMB: 10,000-20,000
签名
TM 124/300

CUN SHANGLONG Visionary
Printmakins

2959
2960

2961

曾梵志（b.1964） 面具系列—男人与狗

曾梵志（b.1964） 面具系列—大队长

50×50 cm. 19 5/8×19 5/8 in.

丝网版画 AP6-9

丝网版画 AP6-9

RMB: 10,000-20,000

109×79 cm. 42 7/8×31 1/8 in.

109×79 cm. 42 7/8×31 1/8 in.

RMB: 30,000-50,000

RMB: 30,000-50,000

CUN SHANGLONG

签名
曾梵志  2006

签名
曾梵志  2006

Printmakins

ZENG FANZHI Mask Series - man with dog

ZENG FANZHI Mask Series- captain

Silk screen printing

Silk screen printing

村上隆（b.1962）
版画

签名
TM 38/300

2964
方力钧（b.1963） 时光  
丝网版画  87/99 2006 作
73×53 cm. 28 3/4×20 7/8 in.

RMB: 10,000-20,000
签名
方力钧  2006

FANG LIJUN time
Silk screen printing

2962

2963

冷军（b.1963） 水龙头

冷军（b.1963） 有刺的汤勺

石板纸本 18/20

石板纸本 28/28

37×25 cm. 14 5/8×9 7/8 in.

48×32 cm. 18 7/8×12 5/8 in.

RMB: 20,000-30,000

RMB: 20,000-30,000

签名
冷军  2002. 元 .29

签名
冷军  2002.4. 制

LENG JUN
Lithograph

Water tap

LENG JUN Spinous spoon
Lithograph

2965
周春芽（b.1963） 桃花红人
丝网版画  44/50
101×80 cm. 39 3/4×31 1/2 in.

RMB: 15,000-25,000
签名
周春芽  2006

ZHOU CHUNYA Blossom woman
Silk screen printing

2966
陈逸飞

大提琴手

丝网版画  268/300
64×90 cm. 25 1/4×35 3/8 in.

RMB: 15,000-25,000
签名
Chenyifei  陈逸飞

CHEN YIFEI Violoncellist
Silk screen printing

2967
陈逸飞

苏州风景

丝网版画  30/300
64×90 cm. 25 1/4×35 3/8 in.

RMB: 15,000-25,000
签名
Chenyifei  陈逸飞

CHEN YIFEI Suzhou scenery
Silk screen printing

拍卖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公司业务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并参照国际通
行惯例制订。竞买人、委托人须仔细阅读本规则各项条款，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本
规则以外的特殊问题和未尽事项，本公司享有解释权和处理权。
第二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本公司”指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二）“本公司住所地”指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国营第七九七厂）1－12幢一层102
号；
（三）“委托人”指委托本公司拍卖本规则规定范围内拍卖标的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它
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委托人均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四）“竞买人”指参加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在本公司登记并办理了必要手续，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参加竞买拍卖标的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
它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或对竞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
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理人；
（五）“买受人”指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六）“拍卖标的”指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委托本公司进行拍卖的物品；
（七）“拍卖日”指在某次拍卖活动中，本公司公布的正式开始进行拍卖交易之日；
（八）“拍卖成交日”指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其它公开表示
买定的方式确认任何拍卖标的达成交易的日期；
（九）“落槌价”指拍卖师对竞买人最高应价以落槌或其他方式表示的承诺；
（十）“出售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落槌价减去按比率计算的佣金、
税费、各项费用及委托人应支付本公司的其它款项後的余额；
（十一）“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标的而应支付的包括落槌价、全部佣金、以及
应由买受人支付的其它各项费用的总和；
（十二）“各项费用”指本公司对拍卖标的进行保险、制作拍卖标的图录及其它形式的宣
传品、包装、运输、存储、保管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本规则规定
而收取的其它费用；
（十三）“保留价”指委托人提出并与本公司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拍卖标的最低售
价；
（十四）“参考价”指在拍卖标的图录或其它介绍说明文字之後标明的拍卖标的估计售
价。参考价在拍卖日前较早时间估定，并非确定之售价，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十五）“保管费”指委托人、买受人按本规则规定应向本公司支付的保管费用，现行收
费标准为每日按保留价（无保留价的按约定保险金额）的万分之三收取。
第三条 特别提示
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它公开表示买定
的方式确认时，即表明该竞买人成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
凡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委托人、竞买人和买受人应仔细阅读并遵守本规则，并对自己
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行为负责。如因未仔细阅读本规则而引发的任何损失或责任均由
行为人自行承担。
第四条 瑕疵担保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及品质，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竞
买人应在本公司预展时亲自去审查拍卖标的原物，并对自己竞买拍卖标的的行为承担法
律责任。

第二章 关於竞买人和买受人的条款
第五条 拍卖标的图录
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为便於竞买人及委托人参加拍卖活动，本公司均将制作拍
卖标的图录，对拍卖标的之状况以文字及/或图片进行简要陈述。拍卖标的图录中的文
字、参考价、图片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仅供竞买人参考，并可於拍卖
前修订，不表明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等所作的担
保。因印刷或摄影等技术原因造成拍卖标的在图录及/或其它任何形式的图标、影像制
品和宣传品中的色调、颜色、层次、形态等与原物存在误差者，以原物为准。
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拍卖标的用任何方式（包括证书、图录、状态说
明、幻灯投影、新闻载体、网络媒体等）所作的介绍及评价，均为参考性意见，不构成
对拍卖标的的任何担保。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毋需对上述之介绍及评价中的
不准确或遗漏之处负责。
第六条 竞买人之审查义务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及品质，对拍卖标的不承担任何形式的瑕疵
担保责任。竞买人及/或其代理人有责任自行了解有关拍卖标的的实际状况并对自己竞
买某拍卖标的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郑重建议，竞买人应在拍卖日前，以鉴定或其它方式亲自审查拟竞买拍卖标的之
原物，自行判断该拍卖标的的真伪及品质，而不应依赖本公司拍卖标的图录、状态说明
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之表述做出决定。
第七条 竞买号牌
竞买号牌是竞买人参与现场竞价的唯一凭证。竞买人应妥善保管，不得将竞买号牌出借
他人使用。一旦丢失，应立即以本公司认可的书面方式办理挂失手续。
无论是否接受竞买人的委托，凡持竞买号牌者在拍卖活动中所实施的竞买行为均视为竞
买号牌登记人本人所为，竞买人应当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除非竞买号牌登记人本人
已以本公司认可的书面方式在本公司办理了该竞买号牌的挂失手续，并由拍卖师现场宣
布该竞买号牌作废。
第八条 竞买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的数额
由本公司与竞买人书面确定。若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标的的，则该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後
五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若竞买人成为买受人的，则该保证金自动转变为支
付拍卖标的购买价款的定金。
第九条 以当事人身份竞买
除非某竞买人在拍卖日前向本公司出具书面证明并经本公司书面认可，表明其身份是某
竞买人的代理人，否则每名竞买人均被视为竞买人本人。
第十条 委托竞投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如不能出席，可采用书面形式委托本公司代为竞投。本公司

有权决定是否接受上述委托。
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应在规定时间内（不迟於拍卖日前三日）办理委托手续，向本
公司出具书面委托竞投授权书并签订委托竞投协议，并将竞投拍卖品估价的百分之三十
款项汇至本公司，其余款项在竞投成功後七日内付清。
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如需取消委托授权，应不迟於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书面通知本
公司。
第十一条 委托竞投之免责
鉴於委托竞投系本公司为竞买人提供的代为传递竞买信息的免费服务，本公司及其工作
人员对竞投未成功或代理竞投过程中出现的疏忽、过失或无法代为竞投等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二条 委托在先原则
若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以相同委托价对同一拍卖标的出价且最终拍
卖标的以该价格落槌成交，则最先将委托竞投授权书送达本公司者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
第十三条 影像显示板及货币兑换显示板
本公司为方便竞买人，可能於拍卖中使用影像投射或其它形式的显示板，所示内容仅
供参考。无论影像投射或其它形式的显示板所示之数额、拍卖标的编号、拍卖标的图
片或参考外汇金额等均有可能出现误差，本公司对因此误差而导致的任何损失不承担
任何责任。
第十四条 拍卖师权利
拍卖师有权代表本公司提高或降低竞价阶梯，在竞买人出现争议时，有权将拍卖标的重
新拍卖。
第十五条 拍卖成交
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它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该竞买人竞买成功，即
表明该竞买人成为拍卖标的的买受人，买受人应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十六条 佣金及费用
竞买人竞买成功後，即成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买受人应支付本公司相当於落槌价
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同时应支付其它各项费用，且认可本公司可根据本规则第三十四
条的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其它各项费用。
第十七条 付款时间
拍卖成交後，买受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本公司付清购买价款并领取拍卖标的。
若涉及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出境鉴定费等，买受人需一并支付。
第十八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本公司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本公司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它货币支
付，应按买受人与本公司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於买受人付款日前一个工
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汇价折算。本公司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
民币所引致之所有银行手续费、佣金或其它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十九条 风险转移
竞买成功後，拍卖标的的风险於下列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後（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即由
买受人自行承担：
（一）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标的；或
（二）买受人向本公司支付有关拍卖标的的全部购买价款；或
（三）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届满。
第二十条 领取拍卖标的
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前往本公司住所地或本公司指定之其它地点领取所购
买的拍卖标的。若买受人未能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领取拍卖标的，则逾期後对该拍
卖标的的相关保管、搬运、保险等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且买受人应对其所购拍卖标
的承担全部责任。即使该拍卖标的仍由本公司或其它代理人代为保管，本公司及其工
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原因所致的该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一条 包装及搬运
本公司工作人员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标的，仅视为本公司对买受人
提供的服务，本公司可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均由买受人自
行承担。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对因任何原因造成的玻璃或框架、囊匣、底垫、支架、
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损坏不承担责任。此外，对於本公司向买受人推荐的
包装公司及装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错误、遗漏、损坏或灭失，本公司亦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二条 买受人未付款之处理办法
若买受人未按照本规则第十七条规定按时足额付款，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之一种或多种
措施：
（一） 拍卖成交後，若买受人未按照本规则规定时间缴付购买价款，竞买保证金（定
金）不予退还，同时还应按照本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买受人以同一竞买号牌同时拍
得多件拍品的，拍卖成交後，若买受人未按照规定时间支付任一拍卖标的购买价款，则
全部竞买保证金（定金）不予退还，同时还应按照本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二） 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如买受人仍未足额支付购买价款，本公司则自拍卖成交
日後第八日起就买受人未付款部分按日千分之五收取滞纳金，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
之日止；
（三） 对买受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本公司因其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於没
收竞买保证金（定金）、滞纳金等；
（四） 留置本公司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该件或任何其它拍卖标的，以及因任何原因由本
公司占有该买受人的任何其它财产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及/或风险均
由买受人承担。若买受人未能在本公司指定时间内履行其全部付款义务，则本公司有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处分留置物。处分留置物所得不足抵偿买受人
应付本公司全部款项的，本公司有权另行追索；
（五） 经征得委托人同意，本公司可依据《拍卖法》及本规则规定再行拍卖或以其它方
式出售该拍卖标的。原买受人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买受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
及其它各项费用并承担再次拍卖或以其它方式出售该拍卖品所有费用外，若再行拍卖或
以其它方式出售该拍卖标的所得的价款低於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六） 无论因何种原因由本公司占有的该买家的任何财产均行使留置权，直至买受人足
额支付购买价款。
第二十三条 延期领取拍卖标的之处理办法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规定时间领取其购得的拍卖标的，则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之一
种或多种措施：

（一） 将该拍卖标的储存在本公司或其它地方，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於自
拍卖成交日起的第八日起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计收保管费等）及/或风
险均由买受人承担。在买受人如数支付全部购买价款及前述保管费後，方可领取拍卖标
的；
（二） 买受人应对其超过本规则规定期限未能领取相关拍卖标的而在该期限届满後所发
生之一切风险及费用自行承担责任。如买受人自成交日起的九十日内仍未领取拍卖标的
的，则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它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及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处
置所得在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之全部损失和费用後，若有余款，则由买受人自行取回，
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三章

关於委托人的条款

第二十四条 委托程序
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其物品时，应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书》。委托人委托代理人
拍卖物品的，应向本公司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提供委托人及代理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代理人应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书》。
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其物品时，即自动授权本公司对该物品自行进行展览、展示、制
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宣传品。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保证
委托人就其委托本公司拍卖的拍卖标的不可撤销地向本公司及买受人保证如下：
（一） 其对该拍卖标的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享有处分权，对该拍卖标的的拍卖不会侵害
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其已尽其所知，就该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向本公司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披露和
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或虚构之处；
（三） 如果其违反上述保证，造成拍卖标的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声称拥有权利的任何第三
人提出索赔或诉讼，致使本公司及/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则委托人应负责赔偿本公司
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
限於宣传费、拍卖费、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损失）。
第二十六条 保留价
凡本公司拍卖标的未标明或未说明无保留价的，均设有保留价。保留价数目一经双方确
定，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书面同意。
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某一拍卖标的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中未达保留价不成交而
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公司权利
（一） 拍卖标的在图录中插图的先後次序、位置、版面大小等安排以及收费标准；拍卖
标的的展览/展示方式；拍卖标的在展览/展示过程中的各项安排及所应支付费用的标准;
（二） 本公司对某拍卖标的是否适合由本公司拍卖（即最终是否上拍），以及拍卖地
点、拍卖场次、拍卖日期、拍卖条件及拍卖方式等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第二十八条 未上拍的处理办法
委托人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书且将拍卖标的交付本公司後，若因任何原因致使本公
司认为某拍卖标的不适合由本公司拍卖的，则委托人应自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
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等费用自行负担），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
托拍卖书自委托人领取该拍卖标的之日解除。若在上述期限，委托人未取回拍卖标的
的，则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书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即告解除。若在委托拍
卖合书解除後七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委托拍卖书解除後第
八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逾期超过
六十日的，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它出售方式按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
卖标的，且有权从中扣除卖家应支付的佣金及其它费用，若有余款，则由买受人自行
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二十九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本公司有权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决定中止任何拍卖标的的
拍卖活动：
（一）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的；
（二） 第三人对拍卖标的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本公司认可的异议所依据
的相关证据材料，同时书面表示愿意对中止拍卖活动所引起的法律後果及全部损失承担
全部法律责任的；
（三）对委托人所作的说明或对本规则第八条所述委托人保证的准确性持有异议的；
（四）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的；
（五）存在任何其它合理原因的。
第三十条 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本公司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後，可撤回其拍卖标的。
但撤回拍卖标的时，则应支付相当於该拍卖标的保险金额的百分之二十的款项并支付其
它各项费用。
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应在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若
在该期限内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该期限届满後次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
（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逾期超过六十日的，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
其它出售方式按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且有权从中扣除卖家应支付的
佣金及其它费用，若有余款，则由买受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因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而引起的任何争议或索赔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与本公司无关。
第三十一条 保险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指示外，在委托人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且将拍卖标的交付本公
司後，所有拍卖标的将自动受保於本公司投保的保险，保险金额以本公司与委托人在委
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保留价为准。此保险金额只适用於向保险公司投保以及在保险事故
发生後向保险公司索赔，并非本公司对该拍卖标的价值的保证或担保，也不意味着该拍
卖标的由本公司拍卖，即可售得相同於该保险金额之款项。委托人按下列标准向本公司
支付保险费：
（一）拍卖标的未成交的，支付相当於保留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二）拍卖标的成交的，支付相当於落槌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第三十二条 委托人不投保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本公司不需投保其拍卖标的，则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且委
托人应随时承担以下责任：
（一）对其他任何权利人就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向本公司提出的索赔或诉讼做出赔偿；
（二） 对因任何原因造成拍卖标的损毁、灭失，而致使本公司或任何权利人所遭受的全
部损失及所支出的全部费用承担赔偿责任；

（三）将本条所述的赔偿规定通知该拍卖标的的任何承保人。
第三十三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本公司拍卖的物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若违反本条规
定，委托人应自行承担《拍卖法》规定的相应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本公司造成的全
部损失。
第三十四条 佣金及费用
除委托人与本公司另有约定外，委托人同意本公司按落槌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并同时扣
除其它各项费用，且认可本公司可根据本规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向买受人按落槌价百分之
十五收取佣金及其它各项费用。如拍卖品系文物，应按中国政府文物部门的标准加收火
漆鉴定费。
第三十五条 未成交手续费
如拍卖标的的竞买价低於保留价的数目而未能成交，则委托人授权本公司向其收取按保
留价百分之三计算的未拍出手续费，并同时收取其它各项费用。
第三十六条 出售收益支付
如买受人已按本规则第十七条规定向本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本公司应自拍卖成交
日起三十五天後以人民币的货币形式将出售收益支付委托人。
第三十七条 延期付款
如本规则第十七条规定的付款期限届满，本公司仍未收到买受人的全部购买价款，则本
公司将在实际收到买受人支付的全部购买价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出售收益支付委托人。
第三十八条 税项
如委托人所得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纳税，则由拍卖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相
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代扣委托人应缴纳之税费，并在缴纳完成後将纳税凭证交付给委托人。
第三十九条 拍卖标的未能成交
如拍卖标的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
（包装及搬运等费用自行负担），并向本公司支付未拍出手续费及其它各项费用。本公
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书自委托人领取该拍卖标的之日解除。若在上述期限，委托
人未取走拍卖标的的，则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书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即告解
除。若在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後七日内，委托人仍未取走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委托
拍卖合同解除後第八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
用。逾期超过六十日的，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它出售方式按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条
件出售该拍卖标的，且有权从中扣除委托人应支付的佣金及其它费用，若有余款，则由
委托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四十条 延期取回拍卖标的
委托人应对其超过本规则规定期限未能取回其拍卖标的而在该期限後所发生之一切风险
及费用自行承担责任。如因拍卖标的未上拍、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拍卖标的未能成
交、委托人撤销拍卖交易等情形导致委托人应按本规则规定取回拍卖标的，委托人却
延期未取回的，则本公司有权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届满後，以公开拍卖或其它本公司认
为合适的方式及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处置所得在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之全部损失费用
（包括但不限於保管费、保险费、搬运费、公证费等）後，若有余款，则余款由委托人
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四章

其它

第四十一条 保密责任
本公司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第四十二条 鉴定权
本公司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标
的的状况不符的，本公司有权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书。
第四十三条 著作权
本公司有权自行对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的任何物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
的影像制品，并依法享有上述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的著作权，有权
对其依法加以使用。
第四十四条 免除责任
本公司作为拍卖人，对委托人或买受人的任何违约行为不向守约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或
赔偿责任。
第四十五条 通知
竞买人及委托人均应将其固定有效的通讯地址和联络方式以竞买登记文件、委托拍卖合
同或其它本公司认可的方式告知本公司，若有改变，应立即书面告知本公司。本规则中
所提及之通知，仅指以信函或传真形式发出的书面通知。如以邮递方式发出，一旦本公
司将通知交付邮递单位，则视为本公司已发出该通知，同时应视为收件人已按正常邮递
程序收到该通知。如以传真方式发出，则传真发送当日为收件人收到该通知日期。
第四十六条 争议解决
凡因依照本规则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而引起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相关各方均应向本
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该等争议的准据法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四十七条 语言文本
本规则以中文为标准文本，英文文本为参考文本。中文文本如与英文文本有任何不一致
之处，以中文文本为准。
第四十八条 规则版权所有
本规则由本公司依法制订和修改，相应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或手段，利用本规则获取商业利益。本规则的修改权属於本公
司，本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对本规则依法进行修改，并且本规则自修改之日起自
动适用修改後的版本。本规则如有修改，本公司将及时依法以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公
示，请相关各方自行注意，本公司有权不予另行单独通知。本规则於2010年7月1日起
试行。
第四十九条 解释权
本规则的解释权属於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CONDITIONS OF BUSINESS
Chapter I General Provisions
Article 1

Governing Law

This Conditions of Busines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nditions”)ar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uc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ther relevant laws
implemented in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with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general practices. The Seller and the Bidder should carefully read all the provisions of this
business conditions and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behaviors. Company has the complete
right of interpreting and disposing any special issues and matters which not stipulated in
this conditions.
Article 2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

The terms used in the Conditions shall have the following meanings:
(1) “We/Us/Our/Company”means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s Co., Ltd.
(2) “the Company’s domicile”means Apt. 102, Building 1-12, No. 2 Jiuxianqiao R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and any other registered address which may be changed subsequently.
(3) “the Seller”means a natural person, legal person or any other organization who consigns the Lot to the Company for a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Under the
Conditions, the Seller shall include any of its agents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hereunder or in a particular context.
(4) “the Bidder”means a natural person, legal person or any other organization that has
full capacity of civil rights to bid at auction according to provisions of the law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ho has gone through the necessary registration and procedural
formalities of the Company. The Bidder shall satisfy all provisions with respect to conditions of sale or qualification of the Bidder. Under the Conditions, the Bidder shall include
any of its agents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hereunder or in a particular context.
(5) “the Buyer”means the person with the highest bid accepted by the auctioneer.
(6) “Lot”means any item(s)owned by the Seller or disposable according to the laws, and
consigned to the Company for auction.
(7) “Auction Date”means the published date on which the auction will formally begin.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actual date of auction and the published date, the
actual date of auction shall prevail.
(8) “Sale Date”means the date on which the auctioneer confirms the sale of any Lot in
the auction by dropping his hammer or in any other public manner.
(9) “Hammer Price”means the acceptance of the highest bid offered by the Bidder and
this acceptance will be made by the auctioneer in the manner of dropping the hammer or
in any other way.
(10) “Proceeds of Sale”means the net amount owed to the Seller from the Hammer
Prices after deducting commission pro rata, taxes and all expenses and other amounts
owed to the Company by the Seller.
(11) “Purchase Price”means the total amount payable by Buyer for his/her/its bid, including Hammer Price, commission and other expenses payable by the Buyer.
(12) “Expenses”means charge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xpenses with
respect to insurance, making catalogue and other public materials, packaging,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and any other expenses pursuant to relevant laws, regulations and
provisions hereof.
(13) “Reserve”means the lowest selling price of Lot raised by the Seller and confirmed
with the Company in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14) “Reference Price”means the price of the Lot provided in the catalogue or other descriptive materials and estimated prior to the auction. The Reference Price is subject to
possible changes and cannot be deemed as the fixed sale price, and no legal binding
force.
(15) “Storage Fee”means the fee payable by the Buyer or the Seller under the Conditions
relating to storage of the Lot, and the current standard of Storage Fee is equal to 0.3‰ of
Reserve (if no Reserve, the agreed insurance amount shall be applied) per day.
Article 3

Special Notice

When the auctioneer confirms the highest bid by dropping his hammer or in any other
public manner, the Bidder with the highest bid shall be the Buyer of the Lot.
The Seller, the Bidder, the Buyer and other concerned par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auction
should read the Conditions carefully and conform to the provisions hereof. All parties
shall be liable for their own actions at auction and any loss caused by failure to read the
Conditions carefully.
Article 4

Exclusion of Liability

The Company especially declares that the Company cannot guarantee the genuineness
or fakery or the quality of the Lot, and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ar the liability for guaranteeing the drawbacks.
The Bidder and/or his/her/its agent shall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rying out his/her/its
own inspection and investigations as to the nature of the Lot and shall be liable for his/
her/its bid.
Chapter II Conditions Concerning the Bidder and the Buyer
Article 5

Catalogue of Lot

At the auction, the Company will prepare a catalogue to introduce the status of the Lot
with words and/or pictures for the convenience of Bidders and Sellers. The words, Reference Price, pictures in the catalogue and other images and public materials are only
references for Bidders and are subject to revision before auction. The Company provides
no guarantee for the authenticity, value, tone, quality or for any flaw or defect of any Lot.
In case that the tone, color, graduation and shape shown in catalogue and/or any other illustrations, images and public materials differs from those of the original Lot due to print,

photograph and other technical reasons, the original shall take precedence.
Any statement and appraisal in any wa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certificate, catalogue, status explanation, slide show and news media)of any Lot made by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or its agents are only for reference and should not relied on as any
guarantee for the Lot.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or agents shall undertake no liability for any inaccuracy or omission in the statements and appraisals mentioned above.

by the Seller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34 hereof.

Article 6

Article 18

Inspection by Bidders

The Company especially declares that the Company cannot guarantee the genuineness
or fakery or the quality of the Lot, and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ar the liability for guaranteeing the drawbacks. The Bidder and/or his/her/its agents shall inspect and investigate
the actual status of the Lot and take liability for his/her/its bidding.
The Company strongly advises the Bidders to personally inspect the original Lot on which
they intend to bid before the Auction Date by identification or other methods. Bidders shall
judge the genuineness or fakery or the quality of the Lot by themselve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the Company’s catalogue, status explanation and other images and public materials of the Lot.
Article 7

Paddle Affixed With Number

The paddle affixed with number is the only evidence of the Bidder’s participation in bid.
Each Bidder shall take good care of his or her paddle affixed with number and may not
lend it to any third person. In case of losing such paddle, the Bidder shall go through the
procedure for report of losing in the form of writing agreed by the Company.
The person holding the paddle is deemed to be the registered owner of the paddle, whatever he/or she is entrusted by the Bidder or not. The Bidder shall be liable for using his
or her paddle bid in the auction process, unless the Bidder goes through the procedure
for report of losing in the form of writing agreed by the Company and such paddle affixed
number has been cancelled by the auctioneer’s announcement in the auction process.
Article 8

Guarantee Money

The Company will charge a guarantee money before the Bidder receives paddle affixed
with number. The amount of guarantee money will be announced before Auction Date.
The Company will refund all the guarantee money mentioned above with no interest to
the Bidder within five working days after auction in case that the Bidder fails in auction. In
the event that the Bidder becomes to be the Buyer, the guarantee money will automatically turn to be deposit as part of the Purchase Price payable by the Buyer.
Article 9

Bidding as Principal

Any person who bids shall be deemed as principal, unless the Bidder represents to the
Company a written certificate showing that it is the agent of a principal and is also subject
to the Company’s approval in written form before Auction Date.
Article 10 Authorized Bids
The Bidder shall attend the auction personally; otherwise it may give the Company an
authorization in writing to bid on his/her/its behalf. The Compan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ut no obligation to accept such authorization.
The Bidder who intends to give the Company an authorization to bid on his/her/its behalf
shall present the Company with a written authorization letter and hand in guarantee
mone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in Article 36 herein within certain period (not
later than three days before Auction Date).
The Bidder who entrusts the Company to bid on his/her/its behalf shall inform the Company of bid cancellation in writing not later than three days before Auction Date.
Article 11

Non-liability of Authorized Bids

Since authorized bid shall be the free service on transferring the bid message on behalf
of the Bidder provided by the Company to the Bidder,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failure in bidding or any negligence or fault in the authorized
bids. Bidders shall attend the auction in person to assure the success of bidding.
Article 12

Principle of Priority

In the event that two or more Bidders entrust the Company to bid on their behalf for the
same Lot with the same authorized price, and finally succeed by dropping the hammer at
such price, the Bidder whose authorization certificate was first delivered to the Company
shall be the Buyer of the Lot.
Article 13

Screen of Video Images

At some auctions, there will be a video screen or other screens in operation for the
convenience of Bidders, which is only for reference. However, there may be errors in
amounts, numbers or pictures of the Lot, or in foreign exchange rate on the screen.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ses and damages caused by such errors.
Article 14 Auctioneer’s Discretion
The auctioneer is entitled to represent the Company and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bidding ladder, or restart auction in case of any dispute arising.
Article 15

Successful Bid

When the highest bidding is confirmed by dropping the auctioneer’s hammer or in other
public manners, the Bidder with the highest bidding succeeds in the bid which means
that the Bidder becomes to be the Buyer and the Buyer shall sign the writing confirmation.
Article 16

Remuneration and Expenses

The Bidder will be deemed as the Buyer of the Lot after succeeding in bidding and shall pay the
Company a remuneration equal to 15% of Hammer Price and other Expenses and acknowledge that the Company is entitled to charge commission and other costs payable

Article 17

Payment

The Buyer shall make full payments in a lump sum to the Company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the Sale Date and take the Lot back. The Buyer shall also undertake packaging
charges, cartage,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premium and export appraisal fee (if any).
Currency

All payments shall be made in the currency designated by the Company. In the event
that the Buyer makes payments in currency other than the designated one, the currency
shall be converted at the rate agreed upon by the Buyer and the Company or at the rate
announced by People’s Bank of China one working day prior to the payment. The Buyer
shall reimburse the Company for any bank charges, commission and other expenses for
converting the currency into RMB.
Article 19 Transfer of Risks
After a successful bid, any Lot purchased shall be entirely at the Buyer’s risk as early as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s met:
(1) the Buyer collects the Lot purchased; or
(2) the Buyer pays to the Company full Purchase Price for the Lot; or
(3) expiry of seven days after Sale Date.
Article 20

Collection

The Buyer shall collect the purchased Lot at the Company’s domicile or other place appointed by the Company no later than seven days after Sale Date. In case of failure to
do so, the Buyer shall b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all risks and losses of the Lot and bear all
expenses for storage, cart and insurance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due to delay. Nevertheless the Lot is still preserved by the Company or any other agents,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or its agents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ses and damages of the Lot caused
by any reason.
Article 21

Package and Transportation

The Company may arrange packing and handling of the purchased Lot on behalf of the
Buyer as the case may be on its request and the Buyer shall be liable for any loss arising from such arrangements. In no circumstances shall the Company take any liability
for any damages or losses of glass, frames, drawer, bottom mat, trestle, mounting, insert
pages, roller or other similar accessories arising out of any reason. In addition, the Company shall undertake no liability for any fault, omissions, damages or losses caused by
the packers or carriers recommended by the Company.
Article 22

Remedies for Non-payment

In the case that the Buyer fails to make full payment within the period provided in Article
17 herein,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itled to exercis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remedies:
(1) If following a successful bid the Buyer fails to make payment within the stipulated period under the Conditions, the Buyer will lose the right to request the Company to refund
the guarantee money (the deposit)and the Company shall keep the guarantee money
(the deposit). Besides which, the Buyer shall also undertake any liability may occu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In the event that the Buyer fails to pay any one Purchase
Price of the Lot on time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after successful bidding on several
Lots with the same one paddle affixed with number, all of guarantee money (the deposit)
shall not be refunded and the Buyer shall undertaker relevant responsibil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2) charge the Buyer an interest at a rate of 5‰ per day on the due and unpaid amount
until such payment is made fully, to the extent it remains fully unpaid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Sale Date;
(3) commence lawsuit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Buyer for any damages caused by the
Buyer’s breach of contrac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losses of interest on deferred
or unpaid payment by the Buyer. The company has the right of refusing to return the deposit for bid and charging for the fine;
(4) exercise a lien on the purchased Lot or other properties of the Buyer which may be
in the Company’s possession for any reason. The Buyer is responsible for all expenses
or risks that occur during the period of lien. In case the Buyer fails to perform all relevant
obligations herein within the period the Company designates, the Compan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dispose of such property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case the proceeds cannot cover the amount outstanding, the Company is entitled to
claim the balance;
(5) carry out a re-sale of the Lot by public auction or other ways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subject to the consent of the Seller. The original Buyer shall be liable to the Seller
for the remuneration/commission and other Expenses occurred at such auction as well
as all Expenses for re-sale by public auctions or other ways. In addition, the original
Buyer shall also be liable for the difference, if the Purchase Price actually received by the
Seller for re-sale by public auctions or other ways of such Lot is lower than the original
Purchase Price that would have been receivable therein had the Buyer made the full
payments;
(6) have the lien on any property of the buyer which has been possessed by the company for any reason until such payment is made fully.
Article 23

Remedies for Deferred Collection

In case the Buyer fails to collect the purchased Lot within the period provided in Article 47
herein,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itled to exercis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remedies:
(1) arrange storage of the Lot at the Company or any other places at Buyer’s risk and
expense(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Storage Fe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set forth

in Article 2 (15) of the Conditions from eighth day after the Sale Date). The Buyer shall
not collect the Lot unless the full Purchase Price is paid;
(2) the Seller shall take liability for any risk and/or loss that occurs after the period mentioned above in the case of failed retrieval of the Lot within the designated period. In the
event that the Seller shall take back the Lot within ninety days after Sale D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 auction or sell the Lot by a
proper way and conditions. The amount, which is arising from forgoing disposal by the
Company after deducting all loss, expense incurred, shall be collected by the Seller with
no interests.
Chapter III
Article 24

Conditions Concerning the Seller
Consignment Procedures

When arranging for consignment, the seller should sign a consignment contract with the
company. If the seller consigns an agent for auction, the consignment documents and
the valid identity certifications of the seller and agent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e company.
Furthermore, the agent should sign a consignment contract with the company.
When the Seller consigns the Company for auction, the Company shall be automatically
authorized to exhibit, display, make pictures, illustrations, catalogue, or other video images or publicity materials of the Lot.
Article 25 The Seller’s Warranties
The Seller hereby makes irrevocable warranties to the Company and the Buyer with respect to the consigned Lot as follows:
(1) the Seller has complete ownership and legal right to dispose of the Lot.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legal interest of any third party, the auction of the Lot shall not violate any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2) the Seller has, to the best of its knowledge, made full and complete disclosure and
description to the Company with respect to the origin and any flaw or defect of the Lot
without any concealment and fabrication; and
(3) the Seller shall indemnify and hold the Company and/or the Buyer from and against
any claims, losses and damages or actions incurred or brought by the actual owner or
any third party who claims to be the actual owner of the Lot as well as all expenses and
costs incurred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attributable to any
breach of the above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romotion fee, auction
fee, lawsuit fee, attorney fee and other relevant losses.)
Article 26

Reserve

All Lots are offered subject to a Reserve, unless otherwise marked or explained by the
Company. The Reserve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in writing
and no modification or amendment of the Reserve shall be binding upon the parties unless subject to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other party.
In no circumstances, shall the Company accept any liability for failure in sale due to bidding lower than the Reserve at the auction.
Article 27 The Company’s Discretion
The Company may decide the followings at the Company’s absolute discretion:
(1) the arrangement of the order, location, and page size of illustration of the Lot in the
Catalogue and relevant expenses incurred therefore; specific means of exhibition/display
of the Lot and all relevant arrangement and expenses incurred therefore;
(2) the Company shall at its own discretion decide on whether the Lot is appropriate to
be auctioned by the Company (i.e. whether to be auctioned finally), as well as the place
of auction, the scene of auction, the date of auction, the conditions of auction and the
manner of auction.
Article 28

Disposal to Unauctionable Lot

After the Seller has signed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with and delivered the Lot to
the Company, if for any reason the Company believes that the Lot is not suitable for auction, the Seller mus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thirty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Company’s notice
being dispatched (fees for the packaging charge and cartage shall be paid by the Seller),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between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will cease on the
date the Seller collects the Lot. If during the abovementioned period the Seller fails to
collect the Lot,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will automatically cease. If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the Seller shall pay the Company Storage Fe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set forth in
Article 2 (15) of the Conditions from eighth day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If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sixty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ly auction the lot or sell it in
other ways on the condition which the company deems appropriate. The commission and
the other fee undertaken by the seller should be deducted from the sale proceeds and the
remainder, where existing, will be taken back by the seller without interest.
Article 29

Suspension of Auction

The Company may suspend any auction at any time under any one of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
(1) the Company has the objection to the ownership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Lot;
(2) any third party has the objection to the ownership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Lot with undertakings to provide relevant evidence accepted by the Company, make security in writing pursuant to the Company’s provisions and take all legal responsibilities for all legal
repercussions and losses due to suspension of auction;
(3) the Company has the objection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Seller or the accuracy regarding the Seller’s warranty provided in Article 8;
(4) the Company has any evidence to prove the Seller has already violated or is to violate any term of the Conditions; and

Withdrawal of Lots by the Seller

Insurance

Unless otherwise instructed by the Seller in writing, all Lots will be automatically covered
under the insurance applied by the Company as soon as the Seller signs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with the Company and delivers the Lot to the Company. The
insurance amount shall be based on the Reserve agreed by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in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 The insurance amount is only subject to apply for
insurance and claim for compensation after the insurance accident occurrence other than
the Company’s warranty or security for the value of the Lot, and does not mean that the
Seller can be paid such amount equal to the insurance amount by auction held by the
Company. the Seller shall pay an insurance premium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1) In case of unsold of the Lot, the insurance premium payable by the Seller shall be 1%
of the Reserve.
(2) In case of sold of the Lot, the insurance premium payable by the Seller shall be 1% of
the Hammer Price.
Article 32

No insurance required

In the event that the Seller notifies the Company not to apply insurance for the Lot in writing, it shall undertake all the risks and the following liabilities (unless otherwise judged by
court or arbitration commission):
(1) to indemnify the Company from and against any claims or actions incurred or brought
by any third party with respect to the losses or damages of the Lot;
(2) to hold the Company and/or any other parties from and against any losses and expenses in relation to the damages and/or losses of the Lot caused by any reason; and
(3) to notify the terms of indemnity hereunder to any insurer of the Lot.
Article 33

Non-Bidding

The Seller shall not bid for the Lot consigned to the Company by himself/herself/itself, nor
authorize any other person to bid on his/her/its behalf. The Seller shall be liable for and indemnify the Company for any losses and damages caused by violation of this provision.
Article 34

Commission and Expenses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upon by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the Seller shall authorize
the Company to deduct 10% of the Hammer Price as commission and any other Expenses.The Seller agrees that the Company is entitled to the Buyer’s commission equal
to 15% of the Hammer Price and other Expenses payable by the Buyer in accordance
with provisions in Article 16 of the Conditions. If the lot for auction is antique, the seller
should be charged the relevant appraisal fee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culture relics
department of P.R.C..
Article 35

Service Fee for Unsold Lot

In case of unsold of the Lot due to bidding lower than the Reserve, the Seller shall authorize the Company to charge the Seller a service fee for unsuccessful auctioning equal to
3% of the Reserve and other expenses payable by the Seller.
Article 36

Payment Proceeds of Sale

In the case that the Buyer makes full payment to the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provisions in Article 47 herein, the Company shall pay the Proceeds of Sale to the Seller in
RMB currency after thirty-five days from the Sale Date.
Article 37

Deferred Payment

Article 38 Taxes
In the case that the Seller has a duty to pay a tax to the govern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auctioneer should withhold and pay the tax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laws o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auctioneer should deliver receipt of tax payment to the Seller after payment of the tax.
Article 39

Unsold Lot

Chapter IV
Article 41

Miscellaneous
Confidentiality

The Company shall be obligated to maintain the confidentiality of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to the Company (except otherwise prescribed by law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ticle 42

Identification

The Company may identify the Lot if necessary and as the case may be, at the Company’s own discretion.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with respect to the status of such Lot
betwee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itled to modify or rescind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Article 43

Copyright

We shall be entitled to take photographs, make illustrations, catalogues or other images
relating to the Lot consigned to us for auction and shall have the copyright for such photographs, illustrations, catalogue or other images mentioned above.
Article 44

Exemption

As the auctioneer, the company is exempted from any liabilities of breach or compensation caused by the breach behavior of the default party.
Article 45

Notice in Written

Both the Bidder and Seller shall notify the Company of their valid and regular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address in the bid registration documents,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and other form agreed by the Company. No change in any of the particulars will
be effective until it has been notified in writing as soon as possible. All notices referred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shall be delivered by post or transmitted by fax. A
notice sent by post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sent on the date the Company gives it
to the post office and received by the addressee via normal mail service. A notice sent by
fax, shall be deemed to be received on the date when it is faxed.
Article 46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f any dispute arises from or is related to participation in the auction pursuant to the Conditions, all concerned parties shall submit such dispute to a competent Chinese court of
the place where the Company has its domicile unless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otherwise.
Such dispute shall be governed by Chinese laws.
Article 47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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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Centre, Beijing International Hotel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onditions shall be the standard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is only for reference.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hinese version and English ver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Article 48

Copyright of the Conditions

The Conditions are made and am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laws and the Company shall have its copyright accordingly. Without the Company’s prior written consent,
no party shall use the Conditions for commercial purpose in any way or manner and shall
not copy, transmit, or store any part herein into a searchable system.
The Company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any alternation to the Conditions at its sole
discretion at any time the Company considers proper. The altered version is valid and
becomes automatically effective on the date it is altered and i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way
the Company considers proper. Any party involved must pay attention to any such alternations of the Conditions and the Company shall under no conditions be liable to any
separate notice. The Conditions of Business take effect on July 1, 2010.
Article 49

Right to Interpret

The Company has the right to interpret the Conditions at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齐白石 鸳鸯荷花
Lot 3007

In the case that the Company do not receive the full payment from the Buyer upon the expiry
of the payment period under Article 17 herein, the Company will pay the Sale Proceeds to the
Seller within seven working days after receipt of full payment from the Buyer.

Risks and Losses

The Seller shall take liability for any risk and/or loss that occurs after the period mentioned above in the case of failed retrieval of the Lot within the designated period.
In the event that the Seller shall take back the L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as a
result of unauctionable Lot, withdrawal by the Seller, unsold Lot, cancellation of transaction by the Seller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and the Seller fails to do so,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 auction or sell the Lot by a proper way and conditions. The amount,
which is arising from forgoing disposal by the Company after deducting all loss, expense
(Storage Fee, insurance premium, cartage and notarization fee)incurred, shall be collected by the Seller with no interests.

Fine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 Ancient Art Treasures

Article 31

Article 40

中国书画及古代艺术珍品夜场

The Seller may withdraw the Lot at any time prior to the Auction Date subject to a written
notice stating the reasons. In the case that the catalogue or any other public materials
of the Lot have begun printing upon the Seller’swithdrawal, the Seller shall pay an
amount equal to 20% of the insurance amount of the Lot and other Expenses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In the case that the catalogue or other public materials has not been
printed, the Seller shall pay an amount equal to 10% of the insurance amount and other
related Expenses.
In case of withdrawal of the Lot, the Seller shall take the Lot back within thirty days after
receiving the notice sent by the Company. If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the foregoing time limit, the Seller shall pay the Company Storage Fe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set forth in Article 2 (15) of the Conditions from eighth day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tract. If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sixty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ly auction the lot or sell it in
other ways on the condition which the company deems appropriate. The commission and
the other fee undertaken by the seller should be deducted from the sale proceeds and
the remainder, where existing, will be taken back by the seller without interest.
No dispute or claim arising out of the Seller’s withdrawal of the Lot shall be born by the
Company.

GLAMOUR

Article 30

In the event that the Lot is not sold, the Seller shall take back the Lot within thirty days
after receipt of the Company’s notice (packing charges and cartage at the Seller’s own
expense)and pay the Company fees for failed auction and all other expenses.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between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will cease on the date of
collection of the Lot by the Seller. If during the abovementioned period the Seller fails to
collect the Lot,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will automatically cease. If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the Seller shall pay the Company Storage Fe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set
forth in Article 2 (15)of the Conditions from eighth day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tract. If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sixty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ly auction the lot or sell it in other ways
on the condition which the company deems appropriate. The commission and the other
fee undertaken by the seller should be deducted from the sale proceeds and the remainder, where existing, will be taken back by the seller without interest.

璀璨

(5) any other reasonable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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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ENTEE BID ORDER
NO. OF PADELLE AFFIXED
FULL NAME
I.D./PASSPORT NO.
TEL

FAX

MOB

EMAIL

ADDRESS

I Noted and Accept:
1.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assumes no liability
for the authenticity and/or quality or flaws of any Lot;
2. Lots in the list forbidden to be exported are not permitted
export license. For auction items permitted to exit the
country, an export appraisal fee of 1.5% of their low estimate
prices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relevant govern ment
department;
3. If two or more Bidders successfully bid for the same Lot with
the same bid price,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will award the Lot to the Bid der whose Absentee Bid Order
was first delivered;
4. I shall write accurate instant communications and tools on
this Absentee Bid Order. Messages transmitted through
which in the course of bidding carried out by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no matter what is on my
behalf shall be deemed as my personal action, and I shall
promise to bear full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my
action.
5.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accepts absentee bids
placed only by this written form of Absentee Bid Order.

Please Post or Fax To: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Add_3 Floor, A04 Building, 798 Art District, Jiuxianqiao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PRC.
PC_ 100015
Tel_ (86-10)64156669
Fax_ (86-10)64177610

This Absentee Bid Order entrusts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hereinafter to be referred as
the “Auctioneer”) to carry out absentee bidding on behalf of the above client for the Lots numbered below
according to the bid price listed below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1. The Bidder agrees that he/or she has already carefully read the Auctioneer’s ‘Conditions of
Business’ and ‘Notice for Auction Registration’ as printed in this catalogue, and agrees to also abide by all
clauses included therein; I shall bear full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bidding result that the Auctioneer bids
on my behalf.
2. The non-liability clause in the Auctioneer’s ‘Conditions of Business’ is not contestable. The
Auctioneer and its employees bear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unsuccessful bids, unable authorized bid that
may occur in the bidding process;
3. The Bidder must submit this Absentee Bid Order to the Auctioneer at Least 24 hours prior to the Auction
Date, and to conduct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and procedures which are
announced by the Auctioneer. If the corresponding amount of deposit has not been received within the
set period of time or it has not been verified and confirmed by the Auctioneer, the Auctione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declare the invalidity of this Absentee Bid Order;
4. The Auctioneer will bid on behalf of the Bidder according to the ladder of bid price and the
Hammer Price shall not be higher than the given price;
5. I n the event of a successful bid, a complete single payment must be received by the Auctioneer within thirty
days of the Sale Date, an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ammer Price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 the Hammer Price as Buyer’s commission, include any additional fees relating to the Lot as well
(including packaging charges, cartage,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premium and export
appraisal fee for which the Buyer is responsible). After all above-mentioned fees have been paid, the Bidder
may take possession of the Lot. Please Consult the Client Service department for details.

Lot No.

BNF_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mpany, Ltd.
ACCT BANK_ 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
Ltd. Beijing branch
ACCT NO_698526562

* For first time bidder, please attach the photo copy of your ID or passport.
* This form may be re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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