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中国艺术品拍卖报告 
2019年秋季  
所有例举的成交价都包括了买家的酬⾦，数据详情请见销售数据报告 

夏季后，国际秋季拍卖季始于九⽉份的纽约。秋季主要拍卖⾏的关注点与上⼀季相反， 
苏富⽐提供的藏品⼤多来源于博物馆收藏，如⼤都会艺术博物馆，佛罗伦萨和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由赫伯特·欧⽂·捐赠的馆藏艺术品，以及佳⼠得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品。苏富⽐
于9⽉10⽇举⾏的127件拍品拍卖中，主要包含晚期⽟器75件。这75件晚期⽟器是由欧⽂斯
（Irvings）购得并赠予⼤都会博物馆，作为2015年3⽉，他捐赠给⼤都会博物馆1275件艺术品中的⼀
部份。根据礼物的条款，以未来收购艺术品为⽬的，⼤都会艺术博物馆可以出售这些艺术品。云逸
雅集－⼤都会艺术博物馆之中国艺术的拍卖会上最⾼成交价的创造者是第20件藏品，即⼀件清青⽟
云龙纹翁。从器物内部的乾隆丑孟夏御題诗铭⽂来看，其可追溯到乾隆三⼗四年（1769年）。但
是，它具体的断代问题⼀直处于争议之中。⽬前专家们将其定代于“清朝”，保守估计为10-15万美
元。经过两个电话竞价和⼀个现场竞价的激烈竞争，最终这件艺术品以134万美元的价格定槌，出售
给了现场竞拍者。它源于佛罗伦斯（1920-2018）及赫伯特（1917-2016）的旧藏，后属⽢布尔. 诺斯
阁下，随后在苏富⽐出售了两次，⼀次在1968年6⽉，第⼆次在1979年11⽉。 

全场第⼆最⾼成交价出售的是⼀件⼗分罕见的，清乾隆翠⽟雕⼭⽔图插屏 （预估价80万－120万美
元）。最早这件插屏与另⼀件互为⼀对，后者出⾃ R.C.Bruce, 南斯拉夫⼥王玛丽殿下以及约翰. 伍夫
爵⼠的中国⽟器收藏 （Woolf Collection）。 这件台屏最早被爵⼠艾萨克和伍夫⼥勋爵收藏，之后做
为拍品出现在1982年苏富⽐伦敦7⽉8⽇的拍卖会上。台屏上所绘的风景被认为是南宋⾸都浙江杭州
西湖的繁华景致，其上描绘着雷峰塔远景以及南屏⼭净慈寺。翡翠的剔透和绿⽩相见的天然纹理营
造出西湖⽔⾯氤氲朦胧的诗意，更富阳光映在⽔⾯上波光潋滟的美感。这件艺术品最终以107万6千
美元的价格成交。 

另⼀件著名的拍品是17号拍品，⼀件清请⽟地⼗六阿必達尊者⼭⼦。基于唐朝僧侣画家贯休在公园
891年所绘的《⼗六应真像》，之后收录在《宣和画谱》中。其上雕刻着阿必达尊者。贯休的⼗六应
真像曾在供藏在钱塘的胜⾳寺，乾隆丁丑仲春南巡时（即1757年），驻西湖⾏宫，曾看到过这幅
画。⽯雕的上半部分有着乾隆的题字，描述着画作中的罗汉和乾隆对该画作的研究和⼼得。最终这
件艺术品以74万美元的成交价出售给了电话买家，⼤⼤超出了之前这尊艺术品，10万－15万美元的
预估价格。 

拍卖结果最终以827万美元的交易额远超最初257万美元的预估价，并以91%的交易率⼤获成功。即
便欧⽂也有购买，但是更多的交易来⾃于古董商们。并且在此次拍卖中，37件艺术品来⾃于
Spink&Son, 27件来⾃于Ralph Chait, 11件来⾃于Alan Hartman，8件来⾃于Alice Boney. 在拍卖前，苏
富⽐谨慎地根据艺术品最低的预估价格进⾏评估，这其中甚⾄还包括了25件额外的拍品。拍品15
号，乾隆时期菠菜绿笔筒，就囊括在这25件额外拍品之中。其曾属于Fonthill 收藏，最终以37万5千
美元的成交价落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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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 20  清青⽟云龙纹翁，长30.2厘⽶ 
成交价 134万美元。预估价 10-15万美元 

拍品 10   稀世清乾隆翠⽟⼭⽔图插屏，长21.2 厘⽶ 
成交价107万6千美元。预估价 8万－12万美元 

拍品 17  清青⽟第⼗六阿必達尊者⼭⼦，清朝，⾼24.5厘⽶ 
成交价 74万美元。预估价10-15万美元 

拍品 15  清乾隆 碧⽟雕天宝九如图笔筒，清朝，乾隆年间， ⾼16.9 厘⽶ 
成交价37万5千美元万美⾦。预估价50万－70万美元 

拍品 7  清雍正／乾隆 青⽟雕岁岁平安图⼭⼦，长15.5厘⽶  
成交价80万美元，预估价15-20万美元 

拍品 25 清初青⽟雕赶珠云龙纹洗，长19厘⽶ 
成交价20万6250美元，预估价4-6万美元 

在随后佳⼠的9⽉12⽇举⾏的’⽩⼿套’拍卖会上，来源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84件艺术品主要为明清
官窑陶瓷，这些陶瓷由8位捐献者曾献给芝加哥艺术学院。最引⼈注⽬的拍品是763号，⼀件稀世清
乾隆青花龙穿花纹⼤天球瓶（预估价30-50万美元），Martin A (1856-1932)和Carrie H. Ryserson (1859-
1937)曾把这件珍品于1937年捐赠给 博物馆。Ryserson 的⽗母是⽊料供销商和地产投资商，他在欧洲
完成了他⼤部分的学业并毕业于哈佛法律学院。这件天球瓶描绘了两只栩栩如⽣的蛟龙在缠枝花纹
间翱游。和流⾏的云纹和波浪纹⽐起来，这类纹饰⼗分罕见。瓶⾝的画⼯和釉⾊⼗分完美，即便品
相有轻微损坏，但它仍以51万9千美⾦的⾼价得以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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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对同等最⾼成交价拍出的艺术品分别是710和711，两件明万历五彩鱼藻纹⼤蒜头瓶（每件估价
成交额为20-30万美元）。这两件蒜头瓶都在1954年时由Russell Tyson, 罗素.泰森 （1867-1963）捐赠
给博物馆的。器⾝的⾝形和绘画风格都⼗分富有万历时期的特点。相⽐较于清朝规范化的绘画风
格，万历时期的⾃由多变的绘画风格和技巧使得明清鲜明的风格差异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这两件瓶⼦
上。这两件艺术品也因此具有着明显的特点。这似乎也是为什么这两件蒜头瓶单独拍卖，并最终以
单品39万9千美元的成交价定槌的原因。 

拍品757，⼀件清乾隆黄地青花缠枝花纹⾼⾜碗，也来⾃于Russell Tyson 罗素.泰森的收藏。此件器物
釉下青花的设计⼗分罕见，⽽黄彩却常见于单⾊釉陶瓷上。黄地的鲜明和青花花卉的淡雅形成了显
著的对⽐。这件⾼脚腕最终以37万5千美元的成交价远超与它10-15万美元的预估价。 

最令⼈吃惊的拍卖结果是由拍品765号，⼀件清⼗⼋／⼗九世纪 绿地礬紅描⾦模印蒼⿓教⼦图⼤瓶。
它定代于⼗⼋／⼗九世纪，预估价在1万5到1万8千美元左右。⾚铁红和镀⾦的浮雕龙纹鲜活地地显
现在漩涡状的浪尖之中。它们的头部和明显且清晰的五⽖被描摹地⼗分⽣动。另⼀件⼏乎⼀模⼀样
的器物在纽约佳⼠得2011年3⽉的拍卖会上，以47万美元的成交价落槌，极⼤的超出了预估价1万5到
2万美元的估价范围。在这⼀次的拍卖会上，历史⼏乎再⼀次重现，这件绿地龙纹⼤瓶最终以33万7
千5百美元的成交价又⼀次证明了此类艺术品炙⼿可热的欢迎程度。 

⼏件清单⾊釉瓷器也出现在会场，它们是由凯特. 斯特奇. 巴⾦汉姆 （Kate Sturges Buckingham ，
1858-1920)捐赠的, 在天蓝釉瓷器中，它们的拍卖结果最为圆满。另⼀件为雍正款识碗，拍卖号745
（预估价4万－6万美元），是整租艺术品中成交价最⾼的艺术品。这件清雍正天蓝釉碗，器形⼗分
优雅美观，且富有淡如天青的釉⾊，以15万美元的价格落锤。 

同样来⾃巴⾦汉姆收藏的藏品还有拍品733号，⼀件清绿地五彩图荷纹碗. 器⾝表⾯装饰着五个⽩彩
和淡绿彩绘成的圆形莲花纹，中间相隔以如意云纹雕饰。波浪纹见于下⽅。纹饰以⿊⾊的釉⾊来勾
勒出轮廓是极为罕见的风格，此件艺术品以⾼于预估价5倍的价格成交。整体拍卖结果以5百万美
⾦，100%成交率，远超保守估计190万美⾦的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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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 763 稀世清乾隆 青花龙传花纹⼤天球瓶，乾隆六字篆书款，⾼62.3厘⽶ 
成交价 51万9千美元，预估价 30-50万美元 

拍品 757  稀世清乾隆黄地青花缠枝花卉纹⾼⾜碗，单⾏六字篆书款，直径17.8厘⽶ 
成交价37万5千美元，预估价10-15万美元 

拍品 710  稀世明万历五彩鱼藻纹⼤蒜头瓶， 单⾏六字楷书横款，⾼56.5厘⽶ 
 成交价39万9千美元，预估价20-30万美元 

拍品 711   稀世明万历五彩鱼藻纹⼤蒜头瓶， 单⾏六字楷书横款，⾼56.5厘⽶ 
 成交价39万9千美元，预估价20-30万美元 

拍品 765 稀世清⼗⼋／⼗九世纪 绿地礬紅描⾦模印蒼⿓教⼦图⼤瓶，⾼59.7 厘⽶ 
成交价 33万7千5百美元，预估价15-18万美元 

拍品 745 清雍正天蓝釉碗，双圈六字楷书款，直径12.1厘⽶ 
成交价 15万美元，预估价4-6万美元  

拍品 733 清康熙绿地五彩图荷纹碗  双圈六字楷书款，直径11.8厘⽶ 
成交价10万美元，预估价2－3万美元   

在当天的早上，佳⼠得还举办了⾦紫银青—中国早期⾦银器粹珍的拍卖会。拍品中有由Shekih Soud 
Al Thani 在2008年5⽉14⽇在苏富⽐中国⾦属制品珍品的拍卖会上购得的艺术品。它们曾属于瑞典收
藏家Carl Kempe，之后由财团买⾛并且出现在苏富⽐2008年的拍卖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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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市场⽽⾔，这是⼀场有趣的拍卖，因为价格显然已经和2008年的价格有明显的提升，且这刚好发
⽣在2009-2011年市场⼤繁荣之前。在参拍的101拍品中，61件取得了极⼤的成功，成交价⽐原始价格
成倍增长。最⾼成交价纪录是由拍品551创造的，是⼀件唐鎏⾦花鸟纹莲瓣式碗（预估价200-300万
美元）。碗⾝表⾯精美地加⼯着凸纹装饰，间以三⾏重叠的花瓣纹，每瓣纹饰镶以⾦边, 内部再度装
饰以刻划纹雕刻的花卉图样。鸟形纹装饰点缀在花卉纹饰中间。这件银碗在2008年以114万美元售
出，今年在⼏轮激烈的电话和现场竞价后，最终以349万美元的价格尘埃落定。 

全场第⼆件成交价最⾼的是拍品571，⼀件⼗分精美的元⾦刻缠枝牡丹纹龙⾸柄杯（预估价60-80万
美元）。此类器形⼗分罕见，⼀件造型相似的银碗来⾃于⽪埃尔. 乌德⾥ （Pierre Uldry）的收藏。雕
刻成龙形的⼿柄是由两叶黄⾦薄⽚加以凸纹技术打制⽽成的，龙纹的描刻⼗分细致。碗沿下⽅到碗
⾝的上部分，雕刻有缠枝牡丹纹，内部则刻有相近的圆形花纹装饰。在激烈的电话竞价后，这件拍
品最终以253万美元成交。 

另⼀件器物，拍品572， 是⼀件元⾦刻牡丹纹盘 （预估价60-80万美元）。这件器物和拍品571之后
同属于巴黎夫⼈郎.薇妮克的收藏。在器盘内部，在细⼩的镂空线纹装饰上，雕刻有圆形牡丹花纹，
这种镂空和雕刻装饰⼿法的结合，使得牡丹花看起来有浮雕的效果。这件器物被同⼀位电话买家以
59万1千美元购得 ，希望这两件精品可以在未来昭晖相应。 

另⼀件造型优雅的拍品是511号，是⼀件极罕见的公元前6世纪晚期到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嵌绿松⽯
镂空蟠螭纹⼑鞘⾸。这件器物很可能是先从⼑鞘部分开始加⼯的，然后分别模制器物的两半，然后
再将它们合为⼀体。鞘部装饰着极为繁复的⼗⼀跳蟠螭纹。这件艺术品的预估价为30-50万美元，但
是却以59万1千美元的交易额电话成交。佳⼠得⾦紫银青－中国早期⾦银器粹珍的整场拍卖会创造了
1216万美元的成交价，并以86%的成交率远⾼于偏低的507万美元的预估价。此组⾦银器单项就创造
了516万美元的交易额，明显体现了此类艺术品价格在11年后的价格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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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 551  稀世重要唐银局部鎏⾦花鸟纹瓣式碗，唐朝，直径 24.5 厘⽶ 
成交价 349万美元，预估价2-3百万美元。2008年，此件艺术品以114万英镑，（132万美元）的价格
成交。  

拍品 571  元稀世⾦刻缠枝牡丹纹龙⾸⼿柄杯，元朝，宽11.2厘⽶  
成交价253万美元，预估价60-80万美元。在2008年，这件艺术品以69万2千500英镑 （80万3千3百5⼗
⼋美元）的价格成交。 

拍品 572  元稀世⾦刻牡丹纹盘，元朝，直径 15.6厘⽶ 
成交价 59万9千1百美元，预估价20-30万美元。在2008年，这件艺术品以26万4千英镑（30万5千9百2
⼗美元）的价格成交。 

拍品 511  稀世青⽯镶嵌镂空雕刻⼑鞘，中国西北，公元前6世纪晚期到公元前5世纪早期，⾼5.3 厘⽶ 
成交价59万1千美元，预估价30-50万美元。在2008年，此件艺术品以33万4千英镑（38万6千3百6⼗7
美元）的价格成交。 

苏富⽐在9⽉12⽇，还举办了三场私⼈收藏的拍卖，它们分别是 鸿雅超然：⽇本私⼈收藏的重要中国
和韩国艺术品 （其总场交易额为202万美元，远远⾼于其预期的118万美元总额。交易率达83%）；
瓊肯旧藏第三场拍卖：中国古代艺术 （其总场交易额为464万美元，极⼤程度上超过了预期的231万
美元，成交率达71%）； 光明⽆量 应⾝度世－ 拍卖会上特别呈现了来⾃鸿禧美术馆旧藏的重要佛像
(在成交的61%的拍品中，成交交易额已经达到了346万美元的交易，超过了最初所有艺术品成交的预
估值，347万美元）。 

拍品 519  明弘治款⽩地暗刻海⽔绿彩龙纹盘，⼤明弘治年制款，直径 18 厘⽶ 
成交价27万5千美元，预估价6-8万美元，来⾃鸿雅超然－重要⽇本私⼈收藏中国及韩国艺术品 

拍品 205  稀世唐黄⽟骆雕，长6厘⽶ 
成交价 62万美元，预估价 20-30万美元，来⾃古代中国艺术品私藏 （Arts of An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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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 308 明⼗六／⼗七世纪 铜鎏⾦观⾳坐像，⾼67厘⽶ 
成交价52万4千美元，预估价10-15万，来⾃光明⽆量 应⾝度世－鸿禧美术馆佛像旧藏 

这两个不同的私藏拍卖有着区别性很强的艺术品组成和侧重点。苏富⽐最终的成交价位1034万美
元，超过了预期可达到的804万美元的估计，344件参拍艺术品中，交易率达62%。佳⼠得的拍卖成
绩则在1162万美元，在参拍的289件艺术品中，拍品成交率为69％，成交艺术品已创成交额为1162万
美元，在总预估价1332万美元的条件下，其现有的拍卖成绩确实骄⼈。 
在苏富⽐拍卖会上，交易额最⾼的是三件清代官窑陶瓷，来⾃于约翰. ⽶尔顿. 邦汉 (John Milton 
Bonham, 1835-1895)的收藏。约翰曾是⼀位极负盛名的律师，油商和极有成就的作家。其中成交价格
最⾼的则是拍品622号，是⼀件稀世清隆款青花仙⼈图⼤瓶  （预估价位20-30万美元）。⼈物的⼤
⼩，描绘，和器物的⾝形都⼗分少见。与之相近的，且有略微不同的⼀件器物，⽬前收藏在北京故
宫博物院。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古籍记载，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藏品是为了庆贺道光皇帝24岁⽣
⽇所制，即乾隆年间（1769）年，特意制作的。在激烈的竞价结束后，此件艺术品最终以140万美元
的价格成交。  

第⼆最⾼成交价的拍品时620号，是⼀件清康熙青花釉⾥红折枝四季花卉纹苹果尊 （预估价为20-30
万美元）。此类器形主要设计⽤来放在⽂⼈学者的书桌上，来蘸润⽑笔，功能相当于⽔盂。这件器
物是⼀件绝世的精品，它玲珑⼩巧的尺⼨却容纳了如此精致的制作⼯艺。其⾼度只有10厘⽶，可以
轻便地握于⼿中, 即便近距离去观察，完美烧制的铜红釉依然完美⽆暇。器⾝装饰有四株菊花，与其
⽩地的背景相映得⼗分宜。在电话竞价中，这件艺术品以83万6千美元的价格成交。 

第三件主要的艺术品是621拍品，⼀件清雍正爐钧釉梅瓶。⼤部分孔雀绿釉梅瓶是没有款识的，所以
使得这件枚瓶极为罕见。在电话竞价中，其以68万美元的成交价售出，远⾼于其10-15万美元的预估
价。 

下午的拍卖会主要是来⾃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早期瓷器收藏， 和亨利 H 阿诺德 （Henry H 
Arnhold）的收藏。但是交易价格最⾼的仍是⼀件清朝官窑陶瓷，拍品898号，⼀件稀世清康熙素三
彩⼭⽔⼈物图棒槌瓶（预估价30-50万美元）。 棒槌瓶的形制和釉下彩绘⼯艺的结在中国陶瓷艺术历
史上并不多见，然⽽这件艺术品还具有完美的收藏历史：这件器物曾被Edgar Gorer, John D 
Rockefeller Jnr 和 John D Rockefeller 三世收藏，这些完美的收藏历史使得这件器物最终的成交价⾼达
21万2千5百美元。 

 

拍品 622 稀世清隆款青花仙⼈图⼤瓶 乾隆年间制，⾼41.5厘⽶ 
成交价140万美元，预估价20-30万美元 

拍品 620 清康熙青花釉⾥红折枝四季花卉纹苹果尊，康熙年间制， ⾼10厘⽶ 
成交价83万6千美元，预估价20-30万美元  

Lot 621稀世清隆款青花仙⼈图⼤瓶，雍正年间制款，⾼22厘⽶ 
成交价68万美元，预估价10-15万美元  

Lot 898 稀世清康熙素三彩⼭⽔⼈物图棒槌瓶，清康熙年间制款，⾼42厘⽶ 
成交价21万2千5百美元，预估价30-5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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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的私⼈藏品拍卖在清朝官窑瓷器上的侧重点要少于苏富⽐，其早上的拍卖会侧重于早期⽟
器，青铜器，家具和其他艺术品类型。最⾼成交价是由拍品40所创造的，是⼀件⼤型唐三彩陶马
（预估价在40-60万美元）。这件唐三彩马塑造的⼗分完善，站⽴于长⽅形的基底，马⾸稍稍偏于左
侧。马背上叶形的图案和马⾸⾮常精美的捏塑成型。三彩釉⾊⼗分成功地施于其上和马鞍上。部分
马蹄上覆盖绿⾊釉彩⼗分少见。这件艺术品曾于1947年东⽅陶瓷协会的展览上展出，并来⾃于 C 温
斯洛 泰勒的收藏。1984年12⽉，曾被 A&J 斯⽪尔曼公司从苏富⽐买进，当时的成交价为67万5千美
元。 

在众多铜器艺术品中脱颖⽽出的是拍品806号，是⼀件晚商⼩件青铜卣。尽管它⼩型的尺⼨，这件青
铜卣浇铸成型地⼗分完美，带有饕餮纹装饰。这件青铜器仅⾼11.5厘⽶，是⼀般同等器形⾼度的⼀半
或者三分之⼀。如此⼩的尺⼨⾮常罕见。这件艺术品在1972年三⽉的时候，曾在苏富⽐售出，之后
被亚瑟. M. 赛克勒从 JT.Tai买⾛。它卓越的⼯艺，罕见的特质，和完美的收藏历史，使得这件艺术品
最终以49万5千美元的价格成交，远超过它20-30万美元的预期。 

也有⼀部份⼗分重要的艺术品在拍卖当中流拍。其中在图录中极⼤被宣传的是拍品830，⼀件稀世唐
代⽟雕龙⾸，它的市场罕见性和瓊肯旧藏的收藏历史并没有成功地使得它得以成交。其200－300万
美元的预估价，就于当天的拍卖情况，似乎过于乐观了。 

然⽽，另⼀件是⾮值得介绍的是拍品857，⼀件⼗七世纪到⼗⼋世纪鎏⾦千⼿观⾳铜像（预估价10-
15万美元）。其制作精美，观⾳多臂的刻画和基座周围层叠的莲花⼗分罕见。这件器物可能与其他
佛像同为⼀组，出⾃于同⼀个制作⼯坊，台北故宫博物馆的馆藏中就包含了其他三件相同的观⾳
像。这件艺术品最终以38万7千美元的价格定槌。 

下午拍场最值得强调的拍品时1134号，⼀件稀世清嘉靖款粉彩百花不落地灯笼瓶，被称为万花锦或
者百花地。此类器物的绘画⼗分费⼯，且⾮常少见。这件艺术品最终以87万9千美元的价格定槌，保
持了整体清朝官窑拍卖结果的成绩，其成交价远远⾼于其最初的30-50万美元的成交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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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 840 唐三彩马俑，唐朝（公园618-907年），⾼ 76.8 厘⽶ 
成交价 67万5千美元，预估价40-60万美元  

拍品 857 稀世鎏⾦千⼿观⾳铜像，17-18世纪，⾼19厘⽶ 
成交价38万7千美元，预估价10-15万美元 

拍品 806 晚商青铜卣， 晚商，公元前12-11世纪， ⾼11.5厘⽶ 
成交价 49万5千美元，预估价20-30万美元  

拍品1134 清嘉庆 粉彩百花不落地灯笼瓶，礬紅六字篆书款，嘉庆年间（1769-1820）， ⾼42厘⽶ 
成交价87万9千美元，预估价30-50万美元  

邦瀚斯在⼏⽇前的9⽉9号举⾏了拍卖会，交易额达到了234万美元，远超于预估的164万美元。交易
率达到56%。整场拍卖中，脱颖⽽出的两件器物依然是清朝官窑瓷器，来⾃于维吉尼亚. 霍巴特
（Virginia Hobart）的收藏。拍品864是⼀对稀世雍正款识粉彩鸡缸杯（预估价40-60万美元），拍品
865是⼀对稀世清雍正粉彩芝仙祝寿纹碗⼀对 (预估价10-15万美元)。每对最后都以超出其预估价的23
万1325美元和16万8825美元的价格成交。 

在⾦属器物类别中⼀件出挑的艺术品是拍品840，⼀件清雍正 铜锦⽂龙⽿三⾜盖鉶， ⼤清雍正庚戊
年造，1730年 （预估价30-50万）。同类铜器器形⾮常罕见，但是⼀件仿古的铜爵也定代于同⼀年，
该艺术品在2015年⾹港苏富⽐来⾃Gerard Hawthorn的私藏拍卖中，以港币332万（美元42万7655）的
成交价拍出。此件艺术品的成交价是21万257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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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场最⾼交易价是由拍品853创造的，是⼀件宋／⾦代 ⽊雕⾃在观⾳像（预估价12万5千－20万美
元)。 这件观⾳⽊雕刻画着观⾳以 ‘轮王坐’（又称⾃在坐）地坐姿，惬意地将他的右⼿⾃然地搭在他
抬起的右膝上，营造出冥想的感觉。这件艺术品以和预估价相近的，17万5075美元左右的价格成
交。  

另⼀件⾼交易额的拍品是890号，是⼀件⼗七／⼗⼋世纪黄花梨南官帽椅 （预估价6-8万）。结构坚
固，不寻常之处在于它具有⼀对位于扶⼿后⽅的拱肩设计。最终此件艺术品以37万5075美元的成交
价远超它的预估值。 

 

拍品 864  雍正六字款粉彩鸡缸杯⼀对，雍正年间，直径8.5厘⽶ 
成交价 23万1325美元，预估价 4-6万美元  

拍品 865  清雍正粉彩芝仙祝寿纹碗⼀对，⼤清雍正年制款，直径11.1厘⽶  
成交价16万8825美元，预估价1－1万5千美元  

拍品 887 ⼗七／⼗⼋实际 黄花梨南官帽椅，⾼123.3 厘⽶ 
成交价37万5千零7⼗5美元，预估价 6-8万美元  

拍品 840 清雍正 铜锦⽂龙⽿三⾜盖鉶，⼤清雍正庚戌年造，1730年，⾼25.6厘⽶  
成交价 21万2575美元，预估价3-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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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 853 宋／⾦ ⽊雕⾃然观⾳像 ⾼123
厘⽶ 
成交价17万5075美元， 预估价12万5-20
万美元 

⾹港，⼗⽉拍卖  

抵达⾹港时，学⽣的游⾏抗议扰乱了游
客对⾹港的游访，这其中可能会潜在收
到影响的活动就包括很多苏富⽐前来参
拍的客户。但是，幸运的是，⾹港苏富
⽐为此做了完善的准备。拍卖会规模⽐
较⼩，但是却⼗分富有竞争实⼒，拍品
165号最为突出，此外基本是明清官窑瓷
器，晚期⽟器，预估价格合理。 

在10⽉8⽇举⾏的拍卖会上，正如预期的那样，创下最⾼纪录的是⼀件乾隆款，乾隆料胎画珐琅玻璃
胎包袱瓶，来⾃乐从堂珍藏。精美的画⼯和艳丽的珐琅描绘着两⽀遨游的凤凰，穿梭在牡丹和祥云

之间，柠檬黄地的艳丽使得整个画⾯呈现出富丽堂皇的感觉，⽆
疑是皇家御制瓷器中最为夺⽬绚丽的⼀件器物之⼀。这件器物曾
传属于傅恭亲王奕訢（1833-1898）收藏。之后被古董商亚伯.巴尔
（Alfred Bahr，1877-1959） 收藏。1988年这件艺术品由约瑟夫.
刘 （Joseph Lao）从保罗. 海伦班奈特伉俪的拍卖会上卖⼊苏富
⽐，2000年，在同⼀间会场上，此件艺术品又被罗伯特. 陶以2424
万港币的价格买⾛。它精致的画⼯，每⼀层釉⾊单独的窑烧，复
杂的制作流程和卓越的⼯艺，使得⼤件的此类器物了了⽆⼏。唯
⼀的另⼀对相似的画珐琅包袱瓶，如今收藏在⾹港艺术博物馆。
这件艺术品起拍于1.5亿，最终以2.07亿港币（2640万美元）的价
格成交。 

拍品1. 稀世珍品 清乾隆料胎画珐琅玻璃胎包袱瓶，乾隆蓝料四字
款，⾼18.2厘⽶ 
成交价2.07亿港币（2640万美元），预估价2000万美元。 

最重要的私⼈收藏是利国伟爵⼠的重要中国艺术品。 作为第⼆场拍卖内容，参拍艺术品的构成与⼀
年之前⾮常相近，基本都由于品质极⾼的明清官窑珍品和晚期⽟器组成。 

 成交价最⾼的两件清代⽩⽟艺术品，其中⼀件是拍品103，是⼀件稀世清18世纪⽩⽟光素渣⽃（预估
价港币2-3百万），在同1980年的同⼀间会场再次售出。它较⼤的尺⼨，卓越的雕刻⼯艺和⽟料通透
的质地，使得这件艺术品炙⼿可热。不出意外的是，在拍卖会场上，其引得激烈的竞价追逐，最终
被台湾的电话买家以1217万5千港币（163万美元）的价格收⼊囊中。它最后的成交价格是当初预估
价格的4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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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同成交价售出的拍品121号，⼀件清乾隆⽩⽟菱花式
花觚，其底⾜到莲花花瓣，每⼀处都精确地处于对称之
中。这件艺术品完美地诠释了当时对⽟料娴熟的制作⼯
艺。不出意外的，这件艺术品最后以1217万5千港币（163
美元）的价格被⾹港贸易组织的成员买⼊。 

最⾼成交价是有拍品113创造， 是⼀件稀世明永乐青花缠
枝⽉季花笠式碗，另⼀只在⼀年前出现拍卖会上。这⼀对
青花碗最早是H Fairtlough的收藏, 且在1968年5⽉28⽇苏
富⽐伦敦的拍卖会上相继参拍。这件永乐青花碗的预期价
格⽐另⼀只预期价格略低，港币，230-350万，但是最后
却以更⾼的价格，713万港币（91万4754美元）的价格被
中国内陆的买家收⼊囊中。 

成交价⾮常⾼的还有⼀件清朝官窑，拍品137号，是⼀件清雍正青釉包袱式蒜头瓶 （预估价200-300
万港币）。该器物优雅协调的⽐例，天青的近于粉青的釉⾊，最终使得这件艺术品以港币547万5千
港币（美元71万7627）的价格售给了⼀位电话买家。整场⾹港苏富⽐的交易额为1.0115亿港币 （美
元1302万），极⼤低超过了港币2965万的预期，整场交易率⾼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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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 113. 稀世明永乐青花缠枝⽉季花笠式碗，明永乐年间，直径19.9厘⽶ 
成交价713万5千港币（91万4754美元）预估价250-250万港币 

拍品137  稀世清雍正 青釉包袱式蒜头瓶，⼤清雍正年制款， ⾼25.4厘⽶ 
成交价 557万港币（71万7627美元）预估价 200-300万港币 

拍品121 稀世清乾隆⽩⽟菱花式花觚， 清乾隆年间，⾼20.8厘⽶ 
成交价1217万5千港币 （163万美元）预估价300-500万港币 

拍品 103 稀世清⼗⼋世纪⽩⽟光素渣⽃，清 ⼗⼋世纪，直径17.9厘⽶ 
成交价1217万5千港币（163万美元） 预估价200-300万港币  

其他来⾃私藏拍卖的，值得⼀提的艺术品包裹拍品1002，是⼀件画⼯极其精致的明成化萱草问宫
碗， 原属⾹港富商Tycoon Alan Chuang, 这件艺术品最终以港币5673万8千港币（美元730万）的价格
成交；另⼀件是拍品3023，来⾃研精得趣拍卖，是⼀件清乾隆六年 青花缠枝莲纹供瓶，唐英敬制
款，定代于乾隆六年五⽉，1747年。其以2057万港币（264万美元）成交； 另⼀件是3106号拍品，是
⼀件稀世清乾隆粉彩三⼦献寿宝瓶，此器为像⽣彩瓷中的代表作，其⽐例布局，雅致⼤⽅，三男童
⼦单膝⽽跪承托上⽅的送绿地番莲⼩瓶，精致⼊微。其以港币1577万（美元202万）的价格成交；另
外是拍品3005，元青花莲花鱼藻纹撇⼜碗，以905万5千港币的价格成交。 

拍
品3023 稀世清乾隆六年 青花缠枝莲纹供瓶 ⼤清乾隆六年五五⽉，《唐英致敬》款，断代于1741年，
⾼ 65.5厘⽶ 
成交价港币2050万（264万美元），预估价 300-400万美元， 重要中国陶瓷收藏  

拍品1002 稀世明成化青花萱草纹宫碗，⼤明成化年制，直径14.9厘⽶ 
成交价5673万8千港币（730万美元），预估价5000万美元，来⾃重要私⼈收藏明宣成瓷珍  

拍品2106 稀世清乾隆粉彩三⼦献寿宝瓶，⼤清乾隆年制款，⾼18厘⽶ 
成交价 1577万5千港币（202万美元），预估价250-300万美元，来⾃雅静清灵－清代御瓷私⼈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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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3005 稀世元青花莲花鱼藻纹撇⼜碗，元朝，直径29.5厘⽶  
成交价905万5千港币 ，预估价300-400万美元，来⾃研精得趣－重要中国瓷器收藏 

重要中国艺术的此次拍卖主要是明清精品官窑，⽟器，晚期青铜器，景泰蓝和雕塑。67件参拍艺术
品可以说是拍卖历史上规模最⼩的拍卖会之⼀了。但是这样⼩规模的拍卖，在后段下午场的拍卖中
是⾮常合理的。因为在下午场拍卖中等价位的艺术品在拍卖过程中往往⽐较难以成交。然⽽这却是
⾹港苏富⽐年中拍卖的关注点。 

 
次⽇拍卖会最⾼成交价的创造者
是⼀件明宣德 青花海⽔云龙纹⾼
⾜碗（预估价6000万港币）。这
件艺术品曾在1986年伦敦佳⼠得
的拍卖会上售. 在苏富⽐1981年11
⽉⾹港拍卖会上，这件艺术品分
别出现了两次。⼀次被TY Chao买
⼊，另⼀次是在他1986年的私藏
拍卖会上。在器⾝上，两只威武
的沥青五⽖龙躯体矫健，⾝披密
麟，⼀昂⾸，⼀回头，与淡蓝的
暗花海运纹相得益彰。在起拍价
3500万港币之后，经过⼀番激烈
的长达10分钟的紧张电话竞价决
逐，最终这件稀世珍品以7496万
港币（956万美元）的成交价被中

国内陆的买家收⼊囊中。 

全场第⼆⾼价成交的是拍
品3605，是⼀件清雍珍
品，雍正款粉彩春梅灵芝
纹碗，其器典雅婉约，梅
花树下绘有灵芝，别具冬
来梅花寒岁的⽂⼈情趣和
神农仙草的道教精髓 （预
估价1200-1500万港币）。
起初，这件梅花灵芝纹碗
是佛雷德⾥克爵⼠的收
藏，从在1964年6⽉佳⼠得
伦敦的拍卖会上买⼊。之后，在苏富⽐⾹港1982年5⽉的卖场上再
⼀次售出。该碗的制作堪称完美，梅花逼真地描绘在洁⽩如雪的
瓷胎上，充⾜展现了画⼯卓越的技艺。梅花和灵芝的构图并不多
见，与之相近的是⼀对稍⼤些的粉彩梅芝⽵纹碗，出⾃鲍尔收
藏。在⼀系列围绕在电话买家和现场买家的激烈竞价之后，这件
春梅灵芝彩纹碗最终以2897万港币（372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被
买进另⼀件龙纹⾼⾜碗的电话买家收⼊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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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第三成交价是又⼀件清乾隆 粉
彩描⾦松⽯绿地开光御制诗惠⼭煮
泉观卷图茶壶。⾹港苏富⽐曾在
1992年10⽉和2000年5⽉的拍卖会
分别以110万和290万港币上将此件
艺术品售出。在此次拍卖会上，这
件茶壶以2057万港币（264万美
元）的成交价售出，再⼀次证明了
清朝官窑的竞争实⼒。 
在此次拍卖中，最不寻常且被展⽰
在卖场⼊⼜的是⼀件唐朝玻璃钵。
唐朝玻璃制品出乎意料地并未被藏
家和⼤众熟知。这件玻璃钵有着略
微圆形的碗壁，和经过历史洗礼后

留下的灿灿银灰⾊泽，别具⼀格。这件艺术品最终以港币437万的价格被台湾买家买⼊。尽管纵观整
场拍卖，67件拍品中有36件拍品成交（交易率为54%），但是创下了总交易额18593万港币的成绩，
超出了17565万港币的预估。 

苏富⽐谨慎筹办的拍卖，以极⾼质量的精品和合理的估价，最后创造了6.97亿港币（8800万美元）的
交易额，超出了5.92亿港币的预估，交易率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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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 3606 明宣德 青花海⽔云龙纹⾼⾜碗 宣德款，直径15.6 厘⽶ 
成交价 7490万港币（956万美元），预估价6000万美元  

拍品 3605 清雍正珐琅彩春梅芝纹碗，雍正年制款，直径10.1厘⽶ 
成交价2890万港币（372万美元），预估价 1200-1500万美元  

拍品3608 清乾隆 粉彩描⾦松⽯绿地开光御制诗惠⼭煮泉观卷茶壶，⼤清隆款年制款，长17.4厘⽶ 
成交价2050万港币（264万美元），预估价1200-1500万美元  

拍品3628 唐极重要唐玻璃钵，唐代，直径31厘⽶ 
成交价437万港币 （55万4012美元），预估价400-600万美元 

伦敦， 11⽉拍卖  

在11⽉5⽇伦敦举办的拍卖是由来⾃多个私藏的227件参拍品组成，⼤可被分为四⼩组来⾃欧洲的私
⼈收藏。整个中国艺术周最为耀眼的是怕品116，是之后赢得了亚洲艺术的奖项⼀对乾隆青⾦⽯嵌百
宝蝙蝠⼤吉葫芦屏连紫檀座 （预估价12－18万英镑）。其上富丽堂皇地装饰着⽆数珊瑚⼩葫芦，翡
翠叶⼦，珊瑚蝙蝠，翠鸟和⾦镶铜藤蔓。就连紫檀基座本⾝都是⼀件绝美的艺术品，其紫檀基座也
同时⽤了着⾊象⽛，翡翠和鎏⾦的饰品加以装饰。这件精妙绝伦的艺术品曾是丹尼尔. ⽐尔（1759-
1842）的收藏，他和他的哥哥托马斯都曾是在1787-1791年于孟买，⼴州，澳门活跃地苏格兰商⼈。
经过长达10分钟的激烈竞价，这件艺术品最终以74万3250英镑（89万9061美元）的价格成交。 

其成绩也弥补了其他主要拍品，包括乾隆青铜钟, 拍品85号，不幸的是，它并未以800,000-1,200,000
英镑的预估价成交。在四年前，也就是2015年9⽉16苏富⽐纽约拍卖会上，它以121万美元的价格成
交 （820，000英镑），这件艺术品最初来⾃出版⼤亨威廉（William）的收藏,伦道夫·赫斯特
（Randolph Hearst），他于1921年2⽉从Yamanaka＆Co购买了它。 

同时创下第⼆最⾼成交价的是拍品19号，是⼀件南宋
龙泉粉青盘⼜洗（预估价8-12万英镑）。1970年间，
这件艺术品曾属于⼀位⽇本收藏家，其精美的造型和
天青⾊的釉⾊被⽇本⼈称赞为，Kinuta。即便圈⾜有
略微瑕疵，这件艺术品依然拍出了32万3250英镑的⾼
价（19万1029美元）。另⼀件以相同价格成交的是拍
品129号，是⼀件清乾隆⽩⽟瑞兽活环⽿花⼜洗（预
估价10-15万英镑）。其薄如蝉翼的碗壁雕刻成花瓣的
形状，其下有三⾜雕刻成花朵形状，每⼀叶形棱柱两
侧都雕刻着叶形图案。整个容器器⾝唯⼀具有中国风
格的装饰则是两个飞龙⼿柄了。这件精美的⽟碗最后
售卖给了⼀位加利佛尼亚的买家 。 

另⼀件是明星拍品是173号，⼀对清雍正⽃彩云龙纹盖碗⼀对，双圈六字楷书款。它们曾经是H.R.H 
亨利王⼦(H.R.H Prince Henry)，格洛斯特公爵（The Duke of Gloucester）的收藏，后来亨利王⼦去世
⼀年以后，这对龙纹碗出现在了1975年5⽉伦敦佳⼠得的拍卖会上。⼀位电话买家以21万2500英镑的
价格将这对艺术品收⼊囊中，其成交价远远超过了其预期的预估价3-5万英镑。纵观整场拍卖，成交
价⾼达598万英镑（723万美元），超过了518万英镑的预估，交易率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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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 116  清乾隆 稀世青⾦⽯嵌百包蝙蝠⼤吉葫芦屏连紫檀座⼀对，⾼48.2 厘⽶ 
成交价72万3250英镑（89万9061美元）预估价12-18万英镑  

拍品 19  南宋龙泉粉青盘⼜洗，（1127-1279），直径10.1厘⽶ 
成交价32万3250英镑（39万1029美元）预估价8万－9万英镑  

拍品129  清乾隆⽩⽟瑞兽活环⽿花⼜洗，乾隆年制，长30.5厘⽶  
成交价32万3250英镑（39万1029美元）预估价10-15万英镑 

拍品79  清雍正⽃彩云龙纹盖碗⼀对，双圈六字楷书款，直径20厘⽶ 
成交价21万2500英镑（25万7282美元）预估价3－5万英镑  

在苏富⽐在⾹港举办的拍卖会⼤获成功后（总交易额6867万港
币，884万美元，交易率86%），11⽉6⽇周三，苏富⽐又迎来了
重要瓷器—-私藏， 第⼆部分的拍卖。在第⼆部分的拍卖中，共
包括清代官窑39件，它们中的⼤多数都是属于雍正和乾隆时期。 

第⼀件成交的，同时创下最⾼交易额的，是8号怕品，⼀件稀世
清乾隆青花描⾦粉彩开光婴戏图⼩瓶（预估价15－25万英镑）。
瓶⾝绘有三个映衬在青花背景上的珐琅彩男童，周围的莲花纹和
镶⾦装饰相得益彰。只有极少件此类的器物传世。另⼀件在北
京，虽然只有18厘⽶⾼，这件可把玩于掌中的，⼩巧的器物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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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极卓越的画⼯，哪怕是近距离观察，其⼯于微毫的⼯艺仍可让⼈惊叹不已。这件乾隆⽃彩瓶的画
⼯精准到将男童的头发都以细密的笔触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件艺术品原属瓊肯私藏 （Stephen 
Junkunc III），之后在1995年9⽉佳⼠纽约的拍卖会上售出。这件艺术品以13万英镑的价格起拍，经
过激烈的竞价，其最终以51万9000英镑（62万3778美元）的价格成交，即便其底部有细⼩裂纹，51
万9000的价格依然⾮常可观。 

第⼆件最⾼成交价的拍品是11号，是⼀件清雍正青花事事如意纹双⽿抱⽉瓶（预估价12-16万英
镑）。这件抱⽉瓶最早在苏富⽐⾹港T.YChao, 1987年5⽉的拍卖会上售出，其风格与15世纪伊斯兰风
格影响的抱⽉瓶⼗分相近。然⽽，其制作⼯艺与清代制作特征有显著的区别；第⼀，这件抱⽉瓶是
由两个分别制作的陶胚⽔平相接⽽成，这是永乐时期抱⽉瓶的特点。然⽽清代瓶⾝基本都由上下两
部分，垂直相接；再者，⼤⾯积的留⽩也更加符合明朝的风格特征，清朝的花纹更偏于繁复和规范
化。对于这件艺术品的竞争⼗分激烈，两位现场买家和七位电话买家竞相决逐，最后⾹港的电话买
家以49万5000英镑（59万4933美元）的价格将这件乾隆精品收⼊囊中。 

从⼤件的稀世珍宝到⼩巧玲珑的掌中秀⾊，整场拍卖中最为动⼈娟秀的是拍品14号，⼀件清雍正珊
瑚红地粉彩九秋同庆图⼩碗（预估价6-8万英镑）。其风格和设计在稍⼤些的碗上⼗分常见，然⽽相
似的图案出现在如此微⼩玲珑的器物上，且依然⽣动传神地表达出了画⼯的技艺，不得不说是⼀件
难得的珍品。对该艺术品的竞价毫⽆悬念的激烈⽽紧张，三位现场买家和三位电话买家的激烈争夺
之后，这件艺术品最终被68号线上买家以32万5000英镑的价格喜获。这位买家还竞拍成功了其他10
件参拍艺术品，其中就包含了第三最⾼成交价拍出的17号，乾隆款乾隆年间青瓷牡丹暗纹瓶，该瓶
的成交价为37万5000英镑（45万408美元） 

纵观整体的拍卖业季，这场拍卖成交交易额为471英镑（544万美元），交易率达85%。⾹港，伦敦
的拍卖总额为1.643亿港币（1499万美元）。对于伦敦的拍卖来说，此次的拍品⼤多⼗分新奇和有
趣，这也是其能创下较⾼交易额很⼤的原因。 
 

拍品 8 清乾隆 青花描⾦粉彩开光婴戏图⼩瓶，⼤清乾隆年制款，⾼18.2 厘⽶ 
成交价 51万9000英镑（62万3778万美元），预估价15万－25万英镑  

拍品 11 稀世清雍正青花事事如意纹双⽿抱⽉瓶，雍正年制，⾼29.7厘⽶ 
成交价49万5000 英镑（59万4993美元），预估价12万－16万英镑  

拍品14 稀世清雍正珊瑚红地粉彩九秋同庆图⼩碗，雍正御制款，雍正年间，直径6.5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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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32万5000英镑（39万354美元），预估价6-8万英镑  

拍品17 稀世清乾隆粉青釉产值牡丹纹撇⼜长颈瓶，⼤清乾隆年制款，⾼32.5厘⽶ 
成交价37万5000（45万408美元），预估价30-50万英镑  

在稍作休息之后，早上的拍卖迎来了中国重要陶
瓷的部分，其中共有182件艺术品参拍。最⾼成
交价是在图录封⾯上展⽰出的拍品156，⼀件清
乾隆釉⾥红莲花锦⽂如意⽿抱⽉瓶。瓶⾝两⾯都
会有伊斯兰风格影响的⼏何图形，⾼17.5厘⽶，
和明永乐时期青花抱⽉瓶的⼤⼩相⽐，这件艺术

品算是较玲珑⼩巧的⼀件。这件艺术品来⾃罗伯特 
C. 布鲁斯 (Robert C. Bruce, 1898-1953) 的收藏，⼀件
是釉⾥红和珐琅彩抱⽉瓶，⼀件于釉⾥红釉发⾊⼗分
接近。这⼀件具有⼀个⼿柄，但是其上有三处微损，
这似乎解释了它保守的3-5万英镑的预估价。但是竞
价之后，这件抱⽉瓶突破到了成交价23万7500英镑，被中国的买家购得。 

第⼆⾼的拍成交价归于拍品139，是⼀件稀世明永乐剔红赏⽯
图椭圆漆盘，器物外壁刻画了两个站于园圃之内的⼈物像。这
件椭圆盘装饰着浮雕，且环绕着莲花，牡丹，菊花，芙蓉等花
卉纹样。经过由两位现场买家的激烈竞价，这件艺术品最终以
20万英镑（24万747美元）的价格成交。 

另⼀件上午上的焦点是拍品18号，⼀件清18世纪稀世鎏⾦铜道
教神仙坐像（预估价4-6万英镑）。 这件雕塑的铸造⼗分完
美，描绘了道⼦⾝着长袍，双⼿⾃然且⽣动地抬起。鎏⾦铜璀
璨的外表闪烁着经过历史沧桑后柔和的⾦属光泽。与其⼀起的
还有两件艺术品，都曾属于丹麦收藏。最开始，这件艺术品是
由年轻的丹麦⼥演员，阿斯特丽德·易⼘⽣-索伦森 （Astrid 
Ibsen-Sorensen ）的收藏，是由1919年到1936年，她在上海期
间购买的。在激烈的三位电话竞拍和现场⾹港商会的竞价后，

这件艺术品以17万5000英镑（21万676美元）的价格售买给了⼀位电话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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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下午场177件参拍艺术品⾥，同时也是整场拍卖中，创下最⾼成交价的怕品是316号，⼀对掐丝
珐琅⽅凳，来⾃Littlewood Pools 世家旧藏，在佳⼠得1998年4⽉古中国贸易的拍卖上，被Peter 
Moores 爵⼠购得。在当时的拍卖中，它们被定代于19世纪，且仅售以1万4千英镑的价格。在默默⽆
闻了⼀段时间后的如今，它们被重新定代在20世纪，在本场的拍卖中，它们以29万3750英镑（35万
3635美元）的价格成交。 

整场拍卖创下了447万英镑（537万美元）的交易额，远超预估价348万英镑，交易率达71％。苏富⽐
前⼏场拍卖共计创造918万英镑（1104万美元）的交易额，总交易率达78%。  
 

拍品 156 稀世清乾隆釉⾥红莲花锦⽂如意⽿抱⽉瓶，⼤清乾隆年制款，⾼17.5厘⽶  
成交价23万7500英镑（28万5803美元），预估价3-5万英镑  

拍品139 稀世明永乐剔红赏⽯图椭圆盘，⼤明永乐年制款，⾼22.5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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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20万英镑（24万0747美元），预估价12万－15万英镑  

拍品187  稀世⾦镶铜道⼦雕像，清，18世纪，⾼26.4厘⽶ 
成交价29万3750英镑（35万3635美元），预估价1－1.5万英镑  

拍品316 20世纪掐丝珐琅瑞福纹⽅凳⼀对，宽49.6厘⽶ 
成交价29万3750英镑（35万3635美元），预估价1万－1.5万英镑 

邦瀚斯的拍卖也是⼗分重要的⼀场，其共涉及拍品179件，包括瓷器和其他艺术品。在参拍艺术品数
⽬上这或许是邦瀚斯最⼩规模的⼀次拍卖。这次拍卖中还有来⾃于慈善家，John J. Studzinski CBE的
收藏。拍卖结果是参差不齐的，然⽽最出众的是⼀件北宋／⾦代观⾳⽊雕。最初这件艺术品在伊斯
卡纳基（Eskenazi）1997年中国佛教雕塑的展览上展出，后来在1998年的时候，从Eskenazi艺术买
⼊。最后这件观⾳⽊雕以9万3812英镑（11万2851美元）成交，超出了其6万－8万英镑的预估价。 

整场最⾼成交价的拍品是117号，⼀件稀世乾隆年刻有铭⽂的青⽩⽟雕罗汉⼭⼦，其上雕刻着第⼀阿
迎阿機达尊者 （Angaja Luohan，阿迎阿機达罗汉）和第四嘎礼噶尊者 （Kalika Luohan, 嘎礼嘎罗
汉）, 这件艺术品的预估价为1万5-2万英镑。这件艺术品曾属于⾹港Dunt King 的旧藏，后来被西格
弗⾥德. 拉姆勒医⽣（Dr Sigfried Ramler ）在1939年⾹港做实习医⽣的时候购买。这件青⽩⽟⼭⼦其
上雕刻着嘎礼嘎罗汉，闲坐在⼭洞⼊⼜处，其上刻有铭⽂。对于⼭⼦来说，很少有在基本上为圆形
轮廓的造型上富有如此饱满的雕刻。背⾯雕刻的阿迎阿機罗汉，与雕刻在正⾯的嘎礼嘎罗汉相呼
应，也坐于⼭洞洞⼜处，旁边是关于嘎礼噶罗汉的禅语铭⽂。在⼀系列现场买家和电话买家的竞价
后，这件艺术品最终以⾼于其预估价12倍的价格，25万62英镑（30万889美元）的价格成交，卖给了
⼀位电话买家。  

全场以第⼆⾼成交价成交的是拍品113，⼀件稀世13/14世纪，青⽩⽟雕⼤勢⾄菩萨像。其上菩萨以轮
王坐（也称⾃在坐）的姿势雕刻于上，其雕刻线条清晰明显，更突出了菩萨安详的神态。早期的此
类佛教雕像⼗分少见，最终这件艺术品以19万英镑（22万8582美元）的交易价出售了给了⼀位电话
买家，极⼤⾼出了其最初8万－12万英镑的预估价。 

邦瀚斯整场交易额创下了208万英镑（254万美元）的成绩，在交易成功的60%的艺术品⽐例中，其
所创造的总交易额已达208万英镑，这确实极⼤赶超了总交易额254万英镑的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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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 117  稀世清青⽩⽟雕罗汉⼭⼦，⾼16厘⽶ 
成交价25万62英镑（30万89美元），预估价1.5-2万英镑  

拍品13  青⽩⽟雕⼤勢⾄菩萨像， 13/14世纪，⾼18.4厘⽶ 
成交价19万英镑（22万8582美元），预估价8-12万英镑 

拍品187 稀世观⾳⽊雕，北宋／⾦，⾼57厘⽶ 
成交价9万3812英镑（11万2851美元），6-8万英镑  

⾹港，⼗⼀⽉ 

尽管⾹港动荡的政治局势，佳⼠得在11⽉27⽇三位私⼈收藏的拍卖会上依然创造了良好的成绩，三
场私⼈收藏分别是张伟华（ Chang Wei-Haw） 的古⽟私藏，总交易额为6575万港币（845万美元），
极⼤超出了1543万港币的预估价，交易率达95%；⽃室案上，创造了7253万港币的交易额，极⼤超
出了4721万港币（607万美元）的预估价，交易率达76％； 重要中国瓷器私藏拍卖创造了6141万港币
（790万美元）的交易额，极⼤超出了4191万港币的预估价，交易率达73%。  

张伟华 （Chang Wei-Haw ）的私⼈
⽟器收藏拍卖会有⼀个动听的名
字：云中⽟筵，这场拍卖是将要在
未来四年销售的第⼀场，也代表了
这位来⾃台湾的收藏家，在中国⽟
器收藏界的盛名。就像他在图录介
绍中表明的⼀样，中国古⽟市场的
确因为⾹港邦瀚斯2016年苏珊陈 
（Susan Chen）的思源堂⽟器收藏⽽
掀起了热潮。这场的拍卖会仍然把
⽬光集中在了新时期时代的⽟器
上。 

最⾼成交价的拍品也是图录封⾯，
拍品2719号，⼀件稀世良渚三层⼈
神兽⽟琮 （预估价500-800万港

币）。这件⽟琮的雕刻极为精良，呈现着三⾯⼈形浮雕。它的成交价，3132万港币（403万美元），
⼏乎是预估额⾼值的三倍。 

第⼆件⾼成交价售出的是拍品2706，⼀件⼤红⼭⽂化的⽟猪龙（预估价300-500万港币）。接近于12
厘⽶的⾼度属于同类器物中⾮常罕见的，最终这件艺术品以610万港币（78万5373美元）的价格成
交。创造了第三最⾼成交价的是怕品2752，是⼀件⽯家河⽂化黄⽟⼈⾯⽟雕（预估价600-800万港
币），这件艺术品成管状，⼈⾯具有杏仁状的眼睛，三⾓形的⿐⼦和垂下的嘴巴。这件⽯家河⽂化
的⽟雕最终以588万5千港币的价格成交，其预估值为60-80万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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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 2719 稀世良渚三层⼈神兽⽟琮，良渚⽂化，公元前3300-2300年，⾼7.8厘⽶ 
成交价3132万港币（403万美元），预估价500-800万港币 

拍品2706  ⼤⽟猪龙⽟雕，红⼭⽂化，公元前4000-3000年，⾼11.8厘⽶ 
成交价612万港币（78万5373美元），预估价300-500万港币 

拍品2752  ⽯家河⽂化黄⽟⼈⾯⽟雕，⽯家河⽂化，公元前2500-2000年，⾼3厘⽶ 
成交价588万5千港币（约78万港币），预估价 60-80万港币  

在⽃室案上拍卖会上，最值得强调的是⼀件宜兴碗，来⾃于世界著名建筑师贝律铭和卢淑华伉俪珍
藏。13件参拍品中有10件是初清⽂⼈雅⼠的⽂房⽤品和器物，皆是由清代雍正年间宜兴紫砂名师，
陈鸣远所制作的。其中最值得强调的器物有：拍品2824号，⽵纹紫砂杯（预估价20-30万港币）；拍
品2823号，板栗状紫砂杯（预估价20-30万港币）；拍品 2821， 紫砂笋盂 （预估价60-80万港币）；
拍品 2822，莲花瓣⽔盂 （预估价60-80万港币）。每⼀件精品都有陈鸣远的提名，这些古朴的紫砂
器物着实代表着属于中国⽂⼈墨客的，⾼雅的审美情趣。其卓越的⼯艺和他们的收藏历史使得这⼀
拍卖创造了⾼于其预估值⼏倍的成交价。其预估价分别是：564万港币（72万6211美元）；444万港
币（56万6496美元）；324万港币（41万7140美元）；324万港币（41万714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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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 2824 宜兴⽵篮纹杯 陈鸣远提名，康熙年制 （1662-1722），⾼5.3厘⽶ 
成交价564万港币（72万6211美元），预估价500-800万港币 

拍品2823 宜兴紫砂杯和紫砂板栗，陈鸣远提名，康熙年制 （1662-1722），长 7.6厘⽶ 
成交价444万港币（56万6496），预估价20-30万港币 

拍品2821 宜兴紫砂笋盂，陈鸣远提名，康熙年制 （1662-1722），长13厘⽶  
成交价324万港币（41万7140美元），预估价60-80万港币 

拍品2822，宜兴紫砂莲花瓣⽔盂，陈鸣远提名，康熙年制 （1662-1722），⾼3厘⽶ 
成交价324万港币（41万7140美元），预估价60-80万港币  

同天最⾼拍卖价创造者是⼀件康熙御制款珐琅彩千叶莲纹碗，陶胚制作和烧造均在景德镇，然⽽其
素胎被送到了北京紫禁城进⾏装饰。其上描绘着⼗分罕见的莲花池景⾊，黄的，粉的，蓝的和黄绿
的千瓣莲花在红地上竞相绽放，千瓣莲花更使得整个器物增添了富贵吉祥之感。鲜丽的红珐琅彩于
传统的着⾊背景⼗分不同，铁矿红或珊瑚红更为多见。然⽽，在这件器物上，珐琅彩呈⾊的深浅随
着珐琅釉⾊的薄厚⽽变化，越近莲花处，珐琅彩的呈⾊⽉浓烈和鲜明。这件艺术品瓷胎画珐琅的⼯
艺是中国陶瓷艺术上的⾸创。 
 

康熙最欣赏并蒂莲花，在他执政年间，1722年
的时候，他命令朝廷画家蒋庭锡绘制了莲花
图。这件珐琅碗所呈现的莲花风格和蒋廷锡的
莲花图⼗分相似，如果对于两物莲花表现风格
上的⽐较能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断代依据的话，
那么这件器物很有可能被断代于康熙统治的末
段，也就是康熙在世的最后⼀年，1722年。这
件艺术品在七年前，苏富⽐40年年庆，2013年4
⽉8⽇的拍卖会上，以740万港币成交，是⾹港
著名的收藏家Alice Cheng的个⼈收藏。这件艺
术品也因此有着1亿港币的预估价，但是当天，
这件珐琅碗却以8700万港币（1120万美元）的
成交价售给了⼀位电话买家。这件艺术品的最
终的成交价也反映了6年间此类器物的市场价格

变动。 
 

24



拍品 2822 清官窑宝⽯红珐琅彩莲花纹碗，康熙御制青花蓝料楷书四字款，康熙年制，1722年，⾼3
厘⽶。成交价8720万港币（1120万美元），预估值1亿港币 

当天拍卖的最后⼀场拍卖是中国重要陶瓷，拍卖结果表明了这确实是⼀场⽐较困难的拍卖，因为众
多显著的艺术品经历了流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件青花嘉靖款嘉靖年制的百⼦罐。其原属收藏
家J.M Hu的旧藏，在佳⼠得⾹港2007年11⽉的拍卖上，这件艺术品以3056万港币（393万美元）的价
格成交。它的估价是6000万港币，然⽽竞价到4200万港币之后，便流拍了。 

另⼀件是备受瞩⽬的艺术品是清乾隆青花釉⾥红狮滚绣球纹瓶，  来⾃于Gustva Detring/  康斯坦汀. 
冯. 汉内肯（Constantin von Hanneken ）的旧藏（预估价800-1200万港币）。其上三只佛狮舞绣球，
嬉戏在瑞蝠纹之间，此类的装饰⼗分少见，且留下了⼤⾯积的留⽩。最终这件艺术品以972万港币
（124万美元）的价格成交，总场拍卖创下了8407万港币（1082万美元）的交易额，预期值为2.5892
亿港币，其交易率为48%。  

另⼀值得⼀提的件参拍品是⼀件明成化青花西番莲纹宫碗（预估价600-800万港币），这件艺术品也
是中国重要陶瓷收藏中最引⼈著⽬的⼀件。印度西番莲纹颇受明代宫廷的青睐，并且只有三件官窑
瓷器具有相同的纹饰，台北故宫有⼀件，Percival David的私藏有⼀件，第三件则在⼤英博物馆。这
件青花莲纹碗最终以1332万5千港币（约169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佳⼠得秋季拍卖总创下了39766万港币（5121万美元），极⼤超出了预估的48207万港币的预估价，
拍品成交率达68%。  

拍品 3021  清乾隆 青花釉⾥红狮滚绣球纹瓶，六字篆书款，乾隆年制 （1736-1795），⾼32.9厘⽶ 
成交价972万港币（124万美元），预估价800-1200万港币  

拍品2923 明成化 青花西番莲纹宫碗 成化双圈六字楷书款，成化年制 （1465-1478），直径15.2厘⽶ 
成交价1332万5千港币（169万美元）, 预估价600-800万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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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瀚斯中国陶瓷精品和中国艺术品的拍卖在11⽉26⽇举办，其中最吸引⼈⽬光的事来⾃Mark  and 
Peter Dineley 旧藏的中国佛教艺术。这些藏品曾经被展⽰在荷兰公园的奥布⾥别墅，并且留给了⼦
孙，维克多利亚时期的中国和⽇本艺术的收藏家，Willianm Cleverly Alexander (1840-1916). 
  
在整组17件拍品中，最⾼成交价拍出的是拍品13号，⼀件稀世西藏⼗七世纪铜鎏⾦⼤威德⾦刚双⾝
像（预估价250-250万港币）。这件引⼈注⽬的铜像⾼49厘⽶，佛像的细节和其光环是分别铸造的。
鎏⾦⼏乎未曾脱落。这件艺术品以⽐预估价⾼出三倍的价格，以1133万港币（145万美元）的价格成
交。整场拍卖共创交易额2470万港币（318万美元）超出了其预估值530万港币。 

和其他拍卖⾏所经历的⼀样，邦瀚斯也遇到了预估价较⾼的艺术品流拍的命运。出现在邦瀚斯会场
流拍的艺术品是拍品41号，⼀件稀世乾隆款乾隆时期青花灵芝纹瓶（预估价1000-1200万港币），这
件瓶⼦作为封⾯被展⽰在拍卖图录上。其曾在今年1⽉30⽇，Bearnes Hampton & Littlewood 拍卖会上
以46万英镑（55万1000美元）的价格售出，然⽽在10个⽉过后如此⾼价的增长似乎并为受到市场的
青睐。  

在⽟器中⼀件极重要的拍品是51号，⼀件明／清黄⽟马雕 （预估价40-60万港币），其雕⼯⼗分古
朴，马的前腿卧于⾝下，马⾸微微上仰。这件黄⽟马雕的颜⾊基本呈现黄⾊，有着褐⾊的⾃然纹
理。这件艺术品以极⼤⾼于其预估价的81万3125港币（10万4698美元）成交。 

另⼀件⾮常瞩⽬的拍品是36号，⼀件清乾隆铜胎画珐琅开光⼈物盖盒。其上以显著的欧洲风格描画
了⼀位母亲⼿抱婴⼉哺乳，另⼀位婴⼉靠在母亲的背上。其椭圆形的轮廓仪洛可可风格的卷叶装
饰。尽管其⼗分⼩巧的尺⼨，直径只有5.8厘⽶，这件艺术品卓越的画⼯使得这件艺术品被竞相追
逐，最终以100万港币（12万8761美元）的价格成交。总观整场拍卖，创总交易额3467万港币（445
万美元），超过了其预估的3996万港币的预估价，拍品成交率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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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13 稀世鎏⾦威徳⾦刚像，西藏，17世纪，⾼49厘⽶ 
成交价1133万港币（145万美元），预估价250-350万港币 

拍品36 清乾隆铜胎画珐琅开光⼈物盖盒，蓝彩乾隆年制款，直径5.8厘⽶ 
成交价100万港币（12万8761万美元），预估价30-50万港币 

拍品51 稀世黄⽟天马⽟雕，明／清，长 7.6厘⽶ 
成交价81万3125港币（10万4698美元），预估价40-60万港币  

巴黎，⼗⼆⽉  

法国的罢⼯运动似乎并没有影响世界各地的买家云集在12⽉的巴黎。苏富⽐在12⽉10⽇，周⼆举⾏
的拍卖会上，涵盖了193件博物馆级的艺术珍品，主要由明官窑款的瓷器，鎏⾦佛像，晚期⽟器和书
画组成。 

拍卖会的前段是由7件特⾊的来⾃于⽐利时贵族的旧藏组成，藏品的主⼈曾是20世纪初在⽇本的⽐利
时⼤使。第⼀件被呈现的重要的拍品是9号，⼀件稀世清雍正 青花喜鹊登梅抱⽉瓶（预估价15万－20
万欧元）。瓶⾝的两⾯各绘有⼀只栖于绽开于⽵⼦旁边的杏花枝头。这件抱⽉瓶的风格和Percival 
David先⽣收藏的，另⼀只永乐时期的梅瓶极为相似，⽬前收藏在⼤英博物馆。尽管早期着⾊和施釉
的阴影让画⾯略微缺少了⼀些⽴体感，但是其精确且娴熟的画⼯和雅致的设计让这件艺术品以44万
4500欧元（48万7776美元）的成交价买给了来⾃中国⼤陆的⼀位电话买家。 

最⾼交易价成交的是拍品14号，是⼀对稀世14世纪鎏⾦铜菩萨坐像⼀对（预估价50-70万欧元）。它
们曾属于⼀组⼤型佛像，其风格与宋朝早期的雕塑⼗分接近。这⼀对佛像的重要性在于，在元明两
代过渡的历史阶段，此类佛像极少有如同这件艺术品⼀样⼤的尺⼨。最终这对铜鎏⾦佛像以55万
2500欧元（60万6291美元）的成交价售给了⼀位电话买家。 

另⼀件极重要的佛教雕塑是拍品18号，⼀件稀世明正统鎏⾦铜阿门佛座像，断代于1439年 （预估价
22万－25万欧元）。这⼀⼗分短暂的历史阶段（1435-1449）所制的鎏⾦铜像⼗分稀有，特别是具有
明确纪年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件佛像的风格承袭了早期永乐和宣德的风格，其佛像以右⼿⼿掌向
外，左⼿⼿掌内扣向膝的姿势打坐，这个姿势在佛教内常称为 ‘呼吁地球见真知’的⼿印。这件艺术
品曾在2008年5⽉14⽇苏富⽐拍卖会场上呈现，并且当时以7万2500英镑（8万6508美元）的价格成
交。如今来看，这件佛像在两位电话买家的激烈竞争下最终售出了43万2500欧元（47万4489美元）
的⾼价，⾜以见证此类艺术品在11年间中国艺术市场上的⾼幅增值。  

最⾼成交价售出的古⽟是拍品59号，⼀件清乾隆青⽩⽟雕云龙赶珠纹圭壁（预估价4-6万欧元）。这
件⽟壁的造型是由壁和圭相结合的。在中国古⽟形制中，壁和圭在同⼀器物上的结合⼗分少见，雕
刻的龙纹和云纹又充分体现了清朝的传统风格。这件别具⼀格的艺术品是由⼀个法国贵族家庭委
托，原先是乔治爵⼠（Georges Knight）的旧藏，乔治爵⼠原是1913年在中国的外交⼤⾂，之后他于
1924年成为了法国领事的将军。这件⽟璧极上乘的品质，独⼀⽆⼆的特性和其收藏历史，使得这件
艺术品在经历了激烈的电话和现场买家竞争后，以49万2500欧元（54万1045美元）的成交价被现在
的⼀位⼥⼠喜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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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结果略微有点出乎意料的是拍品107号，⼀件清晚期仿元漆⽊雕花鸟纹书箱 （预估价8000-12000
欧元）。其每⼀⾯都雕绘着繁复的花鸟牡丹纹。 很多买家⼀定认为这件器物是元代的，因为它的成
交加⾼出了预估价17倍不⽌，最终这件艺术品以20万欧元（21万9723美元）的成交价售出。纵观整
场拍卖，总交易额创478万欧元（525万美元），拍品交易率⾼达78%。  
 

 

拍品9 稀世清雍正 青花喜鹊登梅抱⽉瓶，雍正年制，⾼29.8厘⽶ 
成交价44万4500欧元（48万7776美元），预估价15-20万欧元 

拍品14 稀世⼗四世纪鎏⾦铜菩萨坐像⼀对 连 清⼗⼋世纪 漆⾦⽊雕须弥座⼀对，⾼14厘⽶ 
成交价55万2500欧元 （60万6291美元），预估价50-7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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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18 稀世明正统鎏⾦铜阿门佛坐像，⼤明正统⼰未⾦川北丘昌淨捐貲命⼯造款，1439年，⾼25.6
厘⽶ 
成交价43万2500 欧元（47万4489美元），预估价22万－25万欧元 

拍品59 稀世清乾隆青⽩⽟雕云龙赶珠纹圭壁，清乾隆年制，⾼19.8厘⽶ 
成交价49万2500欧元（41万1045美元），预估价4-6万欧元 

拍品107 稀世清晚期漆⽊雕花鸟纹书箱 嘉靖丙午河汾书院置  （清仿元漆器书奁），晚清，⾼40.7厘
⽶ 
成交价20万欧元（21万9712美元），预估价8000-12000欧元 

在12⽉12⽇，星期⼆，佳⼠得举办了其238件参拍艺术品的拍卖会，主要侧重于中国漆器制品。当⽇
也是整个中国艺术周，最⾼成交价成交的是拍品42，⼀件稀世康熙款彩南澳总兵府将军贺寿⼤屏
风，定年于1699年（预估价20-40万欧元）。它的特别之处是它的正⾯雕绘着中国南⽅的地图，并且
包含了南澳岛。通过康熙三⼗⼋年（1699年）的撰⽂，这件款彩漆屏风描绘着清代第⼆任南澳总兵
周鸿升的寿庆场景。康熙三⼗⼋年，也就是这位总兵就任南澳将军的第⼆年，恰逢周鸿升将军的六
⼗⼤寿，这件屏风即为其庆⽣所制。屏风另⼀⾯的各式祥瑞图案，⽂⼈的题诗铭⽂，以及《郭⼦仪
拜寿》《汉宫春晓》《群贤贺寿》的母题，也与这番场景遥相呼应。乌⽊款彩屏风描绘着历史事件
⼗分少有的。这件艺术品叹为观⽌的尺⼨（2.9⽶的⾼度），其精良的雕刻和绘画⼯艺，综合使得这
件艺术品以210万欧元（230万美元）的成交价售给了来⾃中国⼤陆的电话买家。 

在漆器拍卖中，第⼆最⾼成交价拍出的拍品是第62号，⼀件明宣德款宣德年间制剔红缠枝牡丹四季
花卉纹盖朱盒（预估价8万－12万欧元）。其上半部分刻画着三朵牡丹花，绽放在朱砂红的背景上，
两侧则是四季不同的代表花卉，牡丹，莲花，菊花和⼭茶花。漆盒富有如此设计的具有不同的尺
⼨，较⼤的（直径等于或⼤于30厘⽶）常常会雕画5朵花卉，⼩些的（直径基本在15厘⽶左右的）基
本能容纳下三朵花卉。然⽽⼤⼩适中的，像这件艺术品所呈现的，⽐较少见，最终以15万欧元（13
万7196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年代稍晚些的是拍品71号，⼀对稀世清乾隆剔红番⼈⾦宝图花式套盒及器座⼀对（预估价6-8万欧
元），源⾃法国私⼈珍藏。在1977年的巴黎，它们曾从法国著名古董商Guy Portier那⾥购得。这两件
⼯艺精美的瓣式盒内嵌两层添漆攒盒，⼀层是花瓣形盘，另⼀层是扇状攒盒，每⼀件都会有寓意吉
祥的蝠纹。这⼀对漆盒保存状况⼗分良好，颜⾊依然⼗分艳丽，最终这对艺术品以12万5000欧元
（23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极为罕见且让⼈震撼的是拍品94号，⼀件清乾隆掐死珐琅仿青铜兽⾯纹三⾜盖爐（预估价5-7万欧
元）。这件⾹炉的尺⼨和其墨绿⾊的珐琅地都⼗分罕见，其暗绿⾊的珐琅彩很有可能是仿制三代青
铜器的铜绿⾊泽。这件⾹炉有可能是传统贡器五件中的⼀件，另外四件分别是两间烛台和花瓶。其
款识为从右到左侧成⽂，呈六字楷书刻款，刻于⾹炉⼜沿部。其器⾝上的纹饰也形似夏商周时期的
兽⾯纹，云雷纹的背景更符合这件⾹炉仿上古青铜器的风格。最终这件艺术品以22万5000欧元（24
万7024美元）的价格成交，在两位电话买家激烈的竞争中，这件艺术品最终售卖给了来⾃台湾的买
家。 

最⾼成交价售出的拍品是132号，⼀件⼗分重要的17/18世纪青⽩⽟释迦牟尼佛坐像（预估价4-6万欧
元）。这件青⽟佛像的五官棱⾓分明且体态略微瘦削，其以禅宗坐姿正坐，⼿持钵盂。⽩⽟佛像⼗
分罕见，特别是如此⼤的⽩⽟佛像（29.5厘⽶⾼）更是少⽽又少。这件佛像最终以43万欧元（4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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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0美元）的价格成交。总场拍卖共创786万欧元（863万美元）的交易额，超过了其507万欧元的预
估值，成交率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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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42  稀世清康熙款彩南澳总兵府将军贺寿⼤屏风 康熙年制（定年于1699年），⾼290厘⽶ x 长624
厘⽶  
成交价210万欧元（230万美元），预估价20-40 万欧元 

拍品62 稀世明宣德剔红缠枝牡丹四季花卉纹盖盒，⼤明宣德年制六字款，宣德年制（1426-1435），
直径22厘⽶ 
成交价15万欧元（16万4636美元），预估价8-12万欧元  

拍品71 稀世清乾隆 剔红番⼈进宝图花式套盒及托座，清乾隆年制（1736-1795），直径19厘⽶ 
成交价12万欧元（13万7196美元），预估价6-8万欧元  

拍品94 稀世且重要 清乾隆掐丝珐琅仿青铜兽⾯纹三⾜盖爐，⼤清乾隆年制六字款书 ，乾隆年制
（1736-1795）⾼68 厘⽶ 
成交价22万5千欧元（24万7024美元），预估价5-7万欧元  

拍品132  稀世清⼗七／⼗⼋世纪青⽩⽟释迦牟尼佛坐像    清， ⼗七／⼗⼋世纪，⾼29.5厘⽶ 
成交价 43万欧元（27万2090美元），预估价4-6万欧元                                            

地区性拍卖结果  

和上集度拍卖结果有着明显差异的是，秋季季度的最⾼成交价拍品基本都是清代雍正和乾隆时期
的，带有款识的官窑。 

成交价最⾼的是⼀件雍正款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碗，在12⽉11⽇巴黎⽶隆（Millon & Associes）的拍卖
会上售出。器⾝上绘有在⽵枝旁绽放的梅花，此类器物已知传世的只有三件，两件在美国：分别在
堪萨斯城的阿特⾦斯艺术博物馆和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中的望星楼藏瓷。第三件属于私藏，⽬
前在⾹港。这件艺术品的描述由巴黎的亚洲艺术专家Gauchet Asian Art撰写的图录，市场估值需要问
询。 在1910年到1920年间，这件珐琅彩碗曾被⼀个法国军队家庭由中国带到了法国。这件艺术品最
终以406万欧元（445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第⼆最⾼成交价的拍品是雍正款青花釉⾥红观⾳瓶，这件艺术品在英国汉普郡，伊坎斯托克区的安
德鲁史密斯拍卖⾏，在9⽉10⽇的拍卖会上售出。其预估价是400－600英镑 。  其完美的品相让这件
艺术品的起拍价就⾼达50万英镑，经过三轮现在买家和电话买家的激烈争夺，这件艺术品最终以160
万英镑（190万美元）的价格售给了电话买家。 

第三最⾼成交价是在杜克拍卖⾏（Dukes Auctioneers）11⽉12⽇拍出的359号艺术品，⼀件⼗分罕见
的清乾隆青瓷盖壶。器⾝的壶⼜下⽅精致地雕刻着叶纹，底⾜饰有⼀圈回⽂。壶盖的钮部精妙地设
计成了蟠桃的形状。杜克拍卖对这件器物的定价⼗分保守，预估价设定为1千－2千镑，且⼩⼼地把
这件艺术品定代于 ‘可能出⾃乾隆时期’。起拍价为5千英镑，在连续不断的竞价之后，拍品的价格上
升⾄1万－1.5万英镑，然⽽在50万英镑的出价之后，⼀系列的竞价最终让这件艺术品以的价格翻了10
倍，最后以100万英镑（119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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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巴黎拍卖⾏ Beaussant Lefèvre拍出了第60号艺术品，⼀件青花蒜头瓶。其预估价为3千－4
千欧元。虽其颈部有裂纹，但是这并没有阻⽌买家对它的激烈竞争，最终这件艺术品以69万8500欧
元（76万6558美元）的价格成交。  

另⼀件成交结果惊⼈的拍品是81号，在11⽉8⽇Sworders拍卖⾏参拍的，清乾隆款黄地珐琅彩壁瓶。
这件艺术品曾由⼀家公司在赫特福德的⼀家慈善商店以1英镑的价格购买，并且之后出现在该公司的
拍卖上。 这件艺术品曾被放在易趣⽹上销售，然⽽因⽆法应付⼤量的竞价，这件艺术品很快从易趣
上撤回了。在此次拍卖上，这件壁瓶以43万7500英镑（52万224美元）的价格成交。 

拍品 72     清雍正款珐琅彩碗，雍正款雍正年制，直径16.2 厘⽶.  
成交价406万欧元（445万美元），预估价需要垂询, Millon & Associés 巴黎⽶隆联营拍卖⾏  

拍品 359   清乾隆时期青瓷盖壶，乾隆款乾隆年制，⾼13厘⽶  
成交价100万英镑（119万美元），预估价1千 －2千英镑，杜克拍卖，多尔切斯特 

拍品390    清雍正釉下青花釉⾥红观⾳瓶，雍正款雍正年制，⾼39厘⽶  
成交价160万英镑（190万美元），预估价400-600英镑，汉普郡安德鲁史密斯拍卖⾏ (Andrew Smith 
& Son)  

拍品60  清乾隆乾隆青花蒜头瓶，乾隆款乾隆年间，⾼29.3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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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69万8500欧元（76万558万美元），预估价4-6万英镑 

拍品 81 乾隆粉彩壁瓶，乾隆款乾隆年制，⾼19厘⽶ 
成交价43万7500英镑（52万0224美元），预估价5-8万英镑，伦敦索德尔拍卖 (Sworders)  
  

总结  

这⼀季度的国际中国艺术品拍卖呈现了许多别有⽣趣的参拍品。尽管艰难的政治局势，例如⾹港的
游⾏和中美贸易战，然⽽这⼀季度的拍卖结果仍然创造了⾮常好的业绩。针对这样的局⾯，国际上
拍卖⾏的应对策略如出⼀辙，拍卖规模普遍较⼩，参拍艺术品却经过仔细甄选。短期内价格增幅⾮
常⼤，短期利润突出的艺术品似乎在当下市场环境中并不被看好。 

在这⼀季度的拍卖会上，私藏和博物馆级的藏品倍受青睐，依然是拍卖会上的赢家。这些来⾃私⼈
旧藏和博物馆的藏品在最近的市场上并未出现过，且定价合理，又有着有趣的收藏历史。在私⼈旧
藏的拍卖中最有意义的是⾹港苏富⽐来⾃利国伟爵⼠的中国重要艺术品（拍卖成交总价1亿115万港
币，1300万美元）。佳⼠得纽约的早期中国⾦银器 （成交总额1216万美元）所呈现的结果也⼗分有
意思，其拍卖结果反映了市场的趋势，因为其参拍艺术品曾在2008年5⽉售出后又在当时佳⼠得的卖
场上重现。即便当时的拍卖是在艺术市场2009-2011年最景⽓的时候之前，但是这些艺术品其市场的
稀缺性和良好的收藏历史依然使得当时的拍卖结果⼗分出众。 

这⼀季度⾹港的主要拍卖⾏呈现了两件⾼品质的清官窑珐琅彩瓷器，⼀件是苏富⽐的有凤来仪－乐
从堂画珐琅包袱瓶（成交价2.07亿港币，2640万美元），另⼀件是佳⼠得，圆梦 －清康熙珐琅彩千
叶莲纹碗（成交价8720万港币，1120万美元）。两件瓷器的拍卖结果（不包含买家酬⾦）都在预估
范围之内。两家拍卖⾏的拍卖会都⼗分成功，也达到了客户的预期。 

就市场份额⽽⾔，苏富⽐的优势在纽约市场（占52%），⾹港占65％，伦敦占49%，佳⼠得巴黎的市
场则占得最多，达62%。就全球市场划分来看，西⽅三家最⼤的拍卖⾏，⾹港在中国艺术品季达到
了61%的销售额，纽约占25%，伦敦占9%，巴黎则占5％。  
  
在写这篇报告的同时，纽约亚洲艺术周和⾹港四⽉份的拍卖都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推迟到六⽉或
七⽉。伦敦是否会延迟其五⽉的拍卖还未确定，但是就⽬前的病毒形式来看，伦敦未来拍卖计划的
推迟难以避免，即便英国政府正在采取封锁的措施来进⼀步遏制疫情的扩散。 

在未来的⼏个⽉，全球性的经济情况⾮常难以确定，但是中国艺术品市场仍会⽏庸置疑地吸引⼈们
的收藏热情和关注。 

拍卖结果⾏情，请查看另附的拍卖数据。 

                                                            图⽚来⾃于苏富⽐，佳⼠得 
免责声明：尽管在这份报告中，有关这些拍卖⽅⾯的数据和信息已尽⼀切努⼒做到准确和公正，但
汇率会因为时间和情势改变，⽂中所表达的观点也会因为新的信息⽽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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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指南 

尽量购买稀世且罕⻅的⾼质量的艺术品，并且具有完整，良好的收藏历史且品相完好。在诸多因素中，
品相可以不必是第⼀要素来衡量艺术品的收藏价值。

如果您希望建⽴您⾃⼰的收藏，建议您根据⾃⼰的喜好来购买艺术品，这样您的收藏整体可以反映您的
审美情趣。在收藏过程中，建议您收藏同时期的，且彼此有联系的艺术品，例如相同的花纹，装饰，例
如宋代瓷器，动物形状的⽟雕等等。与单⼀的艺术品不同，收藏的整体性具有很强的市场优势。

在参拍之前，建议您对感兴趣的艺术品做适量研究，试图找出相似的物品和其在市场上曾经的成交价格
（如果有拍卖历史）。艺术品背景的信息直接影响到其在市场是否具有稀缺性。艺术品的历史⽂化环
境，展出历史和出版历史都对艺术品⽬前的市场价格和未来的市场价格有着很重要的作⽤。

建议您与不同拍卖⾏，买家，博物馆策展⼈，专家以及艺术品咨询机构之间多进⾏观点的交流。艺术品
市场的专家们对其所⼯作的领域都⼗分熟悉，且⾮常热爱，他们未⼗分欢迎艺术品领域⽅⾯问题的咨
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