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SONAL

BAZAAR ART

当季精选

毫无疑问，3月下旬的纽约亚洲艺术周与4月
初的香港苏富比春拍是拉开新一年度全球艺术
品交易序幕的两大盛会——在推荐这些即将上
拍的特色专场精品之前，我们先欣赏在1月末
刚刚落幕、欧洲最负盛名的古董艺术品博览会
之一BRAFA(布鲁塞尔古董与艺术品博览会)上
那些最令人难忘的艺术品。
The Asian Art Week in New York (16th -24th March, 2012) and Sotheby’s
Hong Kong Spring Auctions ( 31st March-4th April, 2012) are unquestionably the hottest art event of the spring season in 2012. Before we start
our tours in these two events, let’s review the best antiques collected and
displayed in January, 2012 at BRAFA—Brussets Antiques & Fine Arts Fair
(21st- 29th January, 2012) of Europe.
[编辑、现场报道/马继东][编辑助理/吴思阳]
[图片提供/BRAFA、Christie’s、Sotheby’s][鸣谢/Maximin、F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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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的迦内什

米黄色砂岩，
高83cm，10-11世纪
Galerie Jacques Barrere 提供

“作为艺术和自然的守护神，这尊迦内什以它
自己的方式舞于世间。我特别喜欢它是因为这
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件雕塑，而是一件‘窗口般’
的雕塑——它是为了去看透世界的对立面而被
创造出来的。迦内什作为驱逐障碍之神，其实
本身就是我们与这扇窗后面的人之间所存在的
一道屏障。如果将它放在窗前将再好不过了，
这样也能找回些许原本的功用。同样，它也很
适合放在办公室、工作室、客厅或是餐厅里，哪
怕是放在浴室和厨房又有什么不对呢？我们周
围到处都有障碍，而它或许会帮助我们冲出重
重围困，直抵成功。”

BRAFA

件最美的作品

Most Beautiful Artworks
已经举办了57届的BRAFA无疑是比利时乃至欧洲最具影响力
的古董艺术品博览盛会之一，2012年的BRAFA主办方特别甄
选了来自11个欧洲国家的122家优质画廊参展，数以千计精美
的古董与当代艺术品，既延续了欧洲贵族家庭与上流社会的
传统交际氛围，也试图将触角延伸至更广、更多的艺术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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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

马西明

MaximinBerko
1978年出生于
比利时古董世家。
毕业于巴黎大学，
先后在大英博物馆
与美国苏富比
拍卖行工作数年，
现在上海
经营白鹤高画廊。

Pieter Balten
BRAFA

02

陈江洪
BRAFA

Fair or kermis with theatre
performance on Saint George’s day

布面油画，
153×286cm，1525-1598
Charly Bailly Fine Art 提供

“这是一件古典大师的油画作品。通常情况下我
并不钟情于古典大师的作品，但是最近几年来，
我越发地被这些欧洲旧时场景中描绘出的真实
感所吸引。一切都没有多少改变，人们依旧如常，
只不过他们的穿着不同于以往，还多了不少像手
机、汽车这样的配件罢了。画中的人们在几百年
前庆祝着圣约翰日，也是这些地区迎回春暖花开
的第一天。这幅画适合放在餐厅里，在枯燥的就
餐过程中看一看这些画中的故事会是件很惬意
的事，时间也会很快过去。”

03

象牙海岸
BRAFA

《无题》

布面油画，
150×150cm，1963
Galerie Tamenaga 提供

“这幅陈江洪的作品带来了一种经典油
画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融合，雅致且充满
能量。我喜欢桥，因为桥可以将不同的风
格、不同的品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会
聚在一起。画中漆黑的墨色，仿佛正在激
增，眼看就要爆开到画面之外。这幅画很
适合放在玄关或客厅中迎接客人，也可以
挂在办公室或是工作室的办公桌附近，身
在其中的人需要换换脑、醒醒神时，便可
以抬头欣赏它。”

04

BAOULE肖像面具

高25cm
GALERIE CLAES 提供

“非洲，生命的发源地。这些简单而优雅的
线条让我联想起了毕加索第一次发现它们
并将它们作为灵感体现在作品中的时候。
平和却又可怕，安静而又坚实，柔软但又严
厉，深沉且明亮——面具中所呈现出的各种
反差对比就好像代表了某个人一生的历程！
我会愿意将这张面具放在入口或是过道，门
的前上方，这样视觉效果就会随着面具自身
的线条而流动起来。把它放在办公室或是工
作室里当做辟邪的装饰也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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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
BRAFA

05

BRAFA

REMENTYOU

黄色石灰石，
高21cm，公元前13-前12世纪
PHOENIX ANCIENT ART 提供

“古埃及文明是唯一可以在知识、修养等方面与古
代中国相匹敌的人类文明。我很爱仔细观察那些工
匠们为了给已逝的墓穴主人当奴仆而制作的陪葬
陶俑，特别是它们身上的细节与精巧之工：宁静、
优雅、敬畏、权威、魔力以及那些莫名的感觉，好
像都是来自于凝视这个生活在3300多年前的人而
感受到的神奇力量。我会将它放在工作室的办公桌
上——和工作的人待在一起，他的新主人随时可以
近距离地欣赏它，这样对于工作或许有所助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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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Nicolas Blaquiere

06

首饰盒

镀金银，红色砂金石
9.2(H)×15.5(L)×11(D)cm,
1405克，1819-1838
Bernard De Leye 提供

“我喜欢这一件作品是因为它简单，非常简
单，但同时又如此精致。它所使用的是一种
常被用于珠宝首饰上的石英石，但对于这
件艺术品，这些宝石被用在了首饰盒的外
面。它既实用又漂亮，它的功用也是我们一
眼就能明了的，不需再打开盒子去想象里
面将放些什么珍品。我觉得这件作品更适
合作为私人物件放在房间里或是送给某个
特别的人。”

詹姆斯·恩瑟
BRAFA

09

《纪念品》

布面油画，
70×60cm，1926
Galerie Oscar
de Vos提供

“詹姆斯·恩瑟（James Ensor）是个
天才，他其实曾经有机会见到另一位天
才——爱因斯坦，这位天才很喜欢参加
恩瑟举办的聚会。恩瑟常用面具来隐藏
悲伤和世间不美好的东西。戴上面具之
后，一切都变得更可爱了。在这幅画的正
中间是画家本人的自画像，这张名人自画
像绝对是件杰作。它适合放在博物馆，或
被基金会收藏。当然，挂在客厅中央、壁
炉之上也是不错的选择。”

Gotthardt Johann Kuehl
BRAFA

10

《在咖啡馆的爱人》

板面油画，
43×32cm，1850-1915
Berko Fine Paintings提供

“这幅画营造出一股如此美妙的室内气
氛，好似我们远远地从一旁偷偷观察着这
一对咖啡馆中的恋人，他们之间所散发出
的强烈的现场感让我很喜欢。在这对恋
人与我们之间放置着一份报纸，像是一道
阻隔，好使我们保持距离，同时也提醒着
观画人，对于这对恋人来说我们只是局外
人，更是画外人。而画面中桌子的透视角
度像是在邀请我们来观看这一幕场景。我
相信这幅作品最终应该会被某家艺术基
金会或是美术馆收藏，又或者在合适的光
线下被单独挂在客厅的墙壁上，就像是通
往另一个世界的一扇窗。”

Frank Mahieu
BRAFA

07

墨西哥
BRAFA

Musée de l'art belge

约40(H)×60(W)×40(D)cm
材料、创作年代不详
“Museum on Scale”系列
Galerie Ronny Van de Velde提供

“这是多么有趣的点子！建一间袖珍博物馆并邀
请若干艺术家专门为这间博物馆的室内创作艺术
品，没错，整间屋子的艺术品，但又是在一个极小
的空间里。这看起来有点儿像是一间玩偶之家博
物馆，但从中你却可以看出艺术家是如何在想象
中将它们放大成实物时，这感觉就很棒。如果能
单辟出一间屋子放置这件作品就太好了，这样一
来，我们在自己家中就都可以拥有一间独属于我
们自己的小小博物馆！”

08

西佩托堤克神像

石灰岩，锰
25.3(H)×19.6(W)×16(D)cm，
450-750
Galerie Mermoz 提供

“西佩托堤克（Xipe Totec），生命与死亡之神，
他剥下自己的皮肉来哺喂人类。他同样象征着春
天，象征着天地自然的重生。为了更长久的延续，
眼前的牺牲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古代的中美洲
社会相信献祭是唯一能够为我们正在消亡的太阳
补充能量的方式。我觉得这件作品最终会被博物
馆或基金会收藏。当然，它也可以放置在图书馆
中，靠近办公桌的地方；客厅或浴室，玄关或过道
也都会是这颗强壮头颅的好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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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瑞镜面

Luminous Perfection
2012年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佳士得将举办两场特别的
西方收藏家专拍，所呈标的都与古代中国有关：从始于战
国、铭刻久远历史的青铜镜，到清代皇室、文人挚爱的生
活器具，于西方摩登都市绽放别样的光芒。

1

唐

“双鹤祥云”铜镜

直径20.6cm，618-907
估价：$100,000-150,000
纽约/佳士得/ Robert H. Ellsworth收藏：
中国铜镜/洛克菲勒中心/2012年3月22日

2
3

清
琥珀道仙雕像

高17.5cm，17/18世纪
估价：$30,000-40,000
纽约/佳士得/ Robert H. Blumenfield收
藏：文人、皇室的吉祥珍宝/洛克菲勒中
心/2012年3月22日

唐

双犀铜镜

直径19cm，618-907
估价：$80,000-120,000
纽约/佳士得/ Robert H. Ellsworth收藏：
中国铜镜/洛克菲勒中心/2012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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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隋

5

神兽铭文铜镜

直径23.5cm，581-618
估价：$40,000-60,000
纽约/佳士得/ Robert H. Ellsworth收藏：
中国铜镜/洛克菲勒中心/2012年3月22日

清康熙

陈鸣远制宜兴紫砂莲瓣水方

长14cm，1622-1722
底部刻四字篆书款“陈鸣远制”
估价：$200,000-300,000
纽约/佳士得/ Robert H. Blumenfield收
藏：文人、皇室的吉祥珍宝/洛克菲勒中
心/2012年3月22日
陈鸣远字鸣远，清康熙年间宜兴紫砂
名艺人，是中国几百年来壶艺和精品造
诣、成就很高的名家。

6

清乾隆

“玉兔竹石”松花石砚盒

砚台长：6.4cm，盒盖长：7.2cm
1736-1795
砚台刻四字乾隆款
估价：$300,000-500,000
纽约/佳士得/ Robert H. Blumenfield收
藏：文人、皇室的吉祥珍宝/洛克菲勒中
心/2012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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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西学东渐

Southeast Asia Art
最近几年，东南亚现代及当代艺
术越来越获得国际艺术界的认
可。追溯东方岛国现当代艺术的
源头，自然不能不提及20世纪初
欧洲学院派风格的影响；而在新
的世纪，年轻一代的东南亚艺术
家则创作出越加多元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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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莫尔多·罗格泰利

2

克里丝汀·艾珠

ROMUALDO F LOCATELLI

CHRISTINE AY TJOE

（意大利）

（印尼）

《Fu-Ku-Ko的肖像》

布面油画，200×120cm，约1930
估价：120万至180万港元
香港/苏富比/现代及当代东南亚艺术/香
港会议展览中心/2012年4月2日

《红色天花板》

布面亚克力彩，170×200cm，2010，估价：24万至35万港元
香港/苏富比/现代及当代东南亚艺术/香港会议展览中心/2012年4月2日
呈现经典的同时，该专场还收罗了许多当代东南亚艺术家的佳作，这些作品延续艺术家早期作
品对空间的探讨与理解，同时也传达了艺术家对灵魂的沉思。

5

3

3

4

史毕斯

4

胡安·卢钠

5

曼度凡尼

6

6

森苏·阿里凡

WALTER SPIES

JUAN LUNA

RUDI MANTOFANI

SAMSUL ARIFIN

（德国）

（菲律宾）

（印尼）

（印尼）

Waringin Mit Zwei Jungen Baliem
(Banyan with Two Young Balinese)

布面油画，73.7×58cm，约20世纪20年代
估价：650万至1150万港元
香港/苏富比/现代及当代东南亚艺术/香
港会议展览中心/2012年4月2日

《歌剧院包厢中》

布面油画，100×52cm,1884
估价：300万至500万港元
香港/苏富比/现代及当代东南亚艺术/香
港会议展览中心/2012年4月2日

Meniti Awan

（Climbing Up The Cloud）

布面亚克力彩，170×100×14cm，2002
估价：27.5万至35万港元

《思想家的竞赛》

混合媒体，250×20×20cm×5，2009
估价：28万至38万港元
香港/苏富比/现代及当代东南亚艺术/香
港会议展览中心/201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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