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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亞洲藝術周下月中開鑼

明式傢具

秋拍先聲

賣家及投資者搭建溝通橋
樑，推出涵蓋不同類別的
珍貴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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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橫跨四千年
全都產自亞洲區

18

佳士得呈獻重器 建盞康熙豇豆紅
紐約佳士得於本季藝術周將推出「古韻天成——臨
宇山人珍藏」、「美藏於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珍
藏中國瓷器」等 7 場拍賣。這 7 個專場，重頭戲是 9 月
15 日舉槌的臨宇山人珍藏和大都會博物館珍藏的中國
瓷器拍賣。
臨宇山人珍藏的宋瓷精品 28 件，
全場焦點集中於估價待詢的「建窯
油滴天目盞」。
油滴天目盞，因其紋路類似鷓鴣
鳥胸部的羽
毛的黑底白
斑，也像水
面上的油珠
而被稱為油
滴，更被日
本封作「國
寶」，油滴
天目盞至今
已 有 700 多
■唐三彩貼花雙
年歷史，受
繫繩柄壺
■商青銅鴞卣

蘇富比拍乾隆壺 坂本再推高古器
紐約蘇富比本季藝術周有「坂本五郎珍藏中國藝

術」、「中國藝術珍品」等 5 場拍
賣，預展時間為 9 月 9 日至 16 日。
坂 本 五 郎 珍 藏 中 國 藝 術 專 拍，
包 含 唐 三 彩 、 青 銅 器 等 16 件 珍
品，其中不乏館藏級重器。「中
國 藝 術 珍 品 」 專 拍 呈 獻 超 過 300
件拍品，內容涵蓋中國藝術品多
項收藏領域，如兩項重要亞洲私
人收藏所出之宋瓷、明清御窰瓷
器、早期佛教雕塑等，此外德化
白瓷、文人器物、鼻煙壺等私人
收藏亦將同場亮相。拍品有：定
窰系黑釉鷓鴣斑紋盌、吉州窰黑
釉剔鳳紋梅瓶、北周銅鎏金菩薩
坐像、隋
銅鎏金觀
■康熙豇豆
音坐像、
紅釉菊瓣瓶
18 世 紀 藏
傳銅鎏金
第五世達
賴喇嘛阿
旺羅桑嘉
措坐像等
珍稀品。
本場最重
要的一件拍
品是「乾隆
粉彩描金松
石綠地開光
惠山煮泉觀卷圖御製詩茶壺」，底有「大清乾隆年
製」款，此壼以文人雅興，汲泉烹茶觀賞字畫為題
材，妙工精作，綺麗致美，華彩明艷。壺的一面開光
畫一高士於蒼松下畫案前展卷賞閱，兩位童子奉茶烹
茗，隨侍在側，充滿文人雅士不求榮利而慕閒逸的清
高舒適情懷。其實整個畫面就是以地處無錫的天下第
二泉「惠山泉」為背景，筆者曾親臨其景，畫面左側
的圓環門、亭舍至今還保留舊貌。壺的另一面乾隆帝
的御製詩「汲惠泉烹竹罏歌」是與畫面相映成趣的有
機組合，題詩一共 16 行，字字蠅頭小楷，筆筆端莊秀
雅。「惠山氿泉天下聞，陸羽品後伯仲分，中泠江眼
固應讓、其餘有洌誰能羣……」因這詩有 30 句之多，
僅錄開篇兩行提醒有興趣讀者自行查閱。
清
■嘉慶黃地粉彩纏枝蓮
紋福慶有餘瓶一對

據目前掌握的資訊，藝術
周的拍品橫跨四千多年璀璨
歷史，如曾藏於大都會藝術
博物館的精緻瓷器、藝術書
畫、喜馬拉雅銅器及文玩
等，全都來自中、印、日、
韓、東南亞的藝術精品。
藝術周都有哪些重要的拍
賣會和尖端的拍品呢？在此
向讀者作一個概括交待，有
初步了解後，有興趣者不妨
親身前往，說不定會有驚喜
的收獲。

茶藝和古董業界譽為最
高端的瓷器。
此外，臨宇山人的
鈞、定、磁州窯及龍
泉、越窯、影青、吉州
窯同樣有佳品呈現，其
中甚至有兩件器物曾為
日本國家登記的重要美
術品。本場數量不多，
但品質一流，這也是宋
瓷崇尚品質的最好詮
釋。近年內地藏家對於
高古瓷器，特別是宋瓷
的認知及審美均有較大
提升，相信該專場屆時
會有上佳表現，這對於
進一步提振老窯市場，
推動老窯收藏，亦具有
重要意義。該場重要拍
■清乾隆粉彩胭脂紅地
品除南宋建窯油滴天目
八仙慶壽圖燈籠瓶
盞外，還有龍泉窯青釉
折沿洗、定窯白釉刻蓮紋盤、鈞窯天藍釉鼓釘洗、龍泉
窯青釉鳳耳瓶、鈞窯玫瑰紫釉尊、柿釉梅瓶、磁州窯白
地黑花魚藻紋缽、青白釉刻花龍首水注等。
大都會博物館珍藏的中國瓷器專拍，204 件珍美拍品
皆來源有序。該專場中最引人注目的非「康熙豇豆紅釉
菊瓣瓶」莫屬。值得一提，日前，康熙豇豆紅釉文房率
先曝光，已引起收藏圈極大的關注，同場另有 5 件康熙
豇豆紅器物：鏜鑼洗、太白尊、萊菔尊、柳葉尊等。康
熙豇豆紅瓷器是高溫還原焰燒成，呈色千變萬化，極難
掌控，因此十分珍貴。在這將要拍賣的多件豇豆紅瓷器
的器身淺紅色中可以看到有不同色調的深紅、灰紅，間
以淺黃、淺綠苔點和色暈，變化奇趣無窮。
另外本場還將推出數量龐大的康熙五彩器，如：
康熙五彩開光鳥獸博古圖大棒槌瓶、康熙五彩瑞獸
紋大長頸瓶等。同場較受矚目的要數北宋磁州窯黑
剔花牡丹紋卷口瓶、明萬曆青花龍紋五峰筆山、明
萬曆綠地黃彩開光海水雲龍紋罐、康熙青花釉裡紅
魚藻紋卷缸。

松竹堂出版《瑯環琳瑯》

深切悼念不言堂主坂本五郎

香港松竹堂主人——霍滿棠愛好古物庋藏，積四十餘年心血
頗有收獲，並不吝公之於世與眾同樂，早期已曾出版兩部畫
冊，圖文並茂將歷年蒐羅心得公諸同好。先有《松竹堂 珍藏重
要犀角雕刻》，後續《韞玉生輝 松竹堂珍藏玉》，近來霍氏更
將其多年精心收藏的中國瓷器珍寶，揀選出八十六件套結集為
《瑯環琳瑯：松竹堂中國御窯瓷器珍藏》，以「松竹
堂」為作者，由 CA Design 製作出版，已於年初
付梓刊行。
畫冊精裝大開，全集彩色圖版雙語中英
文對照，兼具學術性與藝術感，所刊器物
均有細膩分析圖解而耐人尋味，每件器物
除主圖外同時列有不同角度的圖形及款
式。一冊《瑯環琳瑯》在手，是直觀的視
覺享受，又是藏家玩家、投資者殷切需要
而得力的參考資料。
松竹堂中國瓷器珍藏薈集了收藏家多年
■《瑯環琳瑯
瑯環琳瑯》
》輯錄了 86 件
來旁蒐遠紹的成果，其中有一例是高古瓷
套精品瓷器
的傑作「鈞窯笠式高足花口瓶」，此瓶造
型秀美，乳濁狀天藍釉美不勝收，堪稱爐火純青之作。另外，整冊珍品重器
中，尤為引人矚目的是一件「明洪武釉裡紅大盤」，菱花盤口沿波紋纖巧，
畫工細膩，充分呈現了成熟的洪武裝飾風格，是 14 世紀未菱花口盤的代表
作。
還值得引作一提的是松竹堂珍藏的宣德青花瓷皆為上品，嘉靖五彩大罐是
同類傳世品中少之又少的器物。松竹堂珍藏的釉上琺瑯彩禦瓷數量甚豐，鬥
彩瓷品種繁多，清代單色釉器物洋洋大觀，釉下青花和釉裡紅清代瓷器多姿
多彩，且俱上乘之作。松竹堂也珍藏有糅合釉下青花與釉上琺瑯單彩的瓷
器，佳作紛呈。松竹堂還有一批精美的道光開光盌，均屬不可多得之逸品。
以上所述各類佳器全都收入《瑯環琳瑯 》內。
松竹堂主人在此畫冊開篇的自序中，透露了其集藏的心路歷程及意向：
「過往四十多年的收藏歷程中，我經常長途跋涉，奔波於世界各地參加拍賣
競投，為的就是有幸、有緣擁有這些精美的皇家專屬瓷器……作為一個收藏
家，實則也是一位文物的臨時管理員，除了安全保護好藏品外，也有責任與
義務分享這些藝術品，把我畢生的瓷器收藏資料和心得編目錄冊，以俟同好
共賞。」

快將開幕的紐約亞洲藝術周，紐約蘇富比專題舉辦一
場「藝海觀濤：坂本五郎珍藏中國藝術－高古」拍賣，
可惜藏品主人已不能看到他的收藏將如何引發激烈競逐
場面，也看不到拍賣業績而先行辭世了。值得業界敬佩
的坂本五郎先於本月 15 日溘然離世，享年 93，噩耗傳來大家都
■坂本五郎
深感痛惜，各以不同的形式進行悼念，表示敬意，表達哀思。
本港資深古玩經紀人翟健民指出，坂本五郎是我國青銅器、瓷器大藏家及著名經營商，中國
古董收藏的圈內高端人物，他在歐洲拍場上屢創中國古董天價，被歐洲人譽為「小拿破
崙」。坂本五郎熱愛中國傳統文化，其熱衷程度在日本很多人都難望其項背，經其手的中國
重要古玩藏品為數不少，他將多件以重金所買的華夏青銅重器及其他藏品無償捐贈予中日的
各大博物館，包括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翟健民又講述，在上世紀 70 年代
坂本五郎到倫敦競拍一支「南宋官窯仿古琮式瓶」，拍賣那幾天適逢其母親在日本病逝，當
時來回交通並非如今日之方便，坂本五郎忍住悲傷沒即時回去處理母親後事，直到拍歸這支
南宋官窯瓶後，他深深表示這是對母親的最好紀念。坂本五郎貧苦出身，1923 年出生於地震
慘烈的橫濱，12 歲輟學進魚幹店當學徒，幾經輾轉後來改行骨董買賣。雖「一竅不通」，仍
不懼而往之。他買的第一件古董書畫是仿品而賠錢，但並未輕言放棄而堅信「若畏怯風險，
那便絲毫沒有在這個世界取勝的可能」。1947 年，坂本五郎遷往東京，開創他的古董生意品
牌：「不言堂」，此名稱是取自中國的古諺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從取名及立意都可
見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情感。幾十年後，坂本五郎成為日本最頂級的古董商之一，穿梭於各
大古董市場。這位專門做亞洲古董收藏的日本藏家，自 50 年代初開始苦心鑽研中國器物，從
小器物入手，搜購中國青銅器、漆器，乃至古代珍瓷。他深刻認識：「古董商成功之道正在
於與私人客戶洽售上乘佳器」。他曾購入南宋官窯仿古琮式瓶，是其成功的開端，該器最終
入藏東京國立博物館。1960 年，坂本首度參與倫敦拍賣，當時現身英倫的日本古董商或藏家
極少，坂本是其中之一。此後 20 多年間往返歐洲上百回並屢屢創
下佳績，在倫敦曾購下嘉靖五彩魚藻紋罐，當時是一宗大新聞，
倫敦《泰晤士報》有直擊報道：「戰後第一位見於該報的日本人
名字乃首相吉田茂，坂本則是第二人」。1999 年 4 月坂本五郎再
下一城，在香港蘇富比以 2917 萬港元拍下成化「鬥彩雞缸杯」，
創造當時中國古代瓷器的最高成交記錄，也是目前官窯瓷器十大
最高價拍品之一。坂本五郎熱愛中華文化，推動中國古玩市場建
樹良多，有網民得悉其仙逝後，紛紛在網上留言，其中有一則是
這樣寫的：「一個外國人這樣尊重、珍視我們的古老文化，做為
國人更應該珍惜，更好的傳承。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歷史，繼承
優良的文化。」
■南宋官窯仿古琮式瓶

業界精英

小 啟

本版自創刊以來得到了廣大讀
者的歡迎和支持，現徇眾要求特
闢「釋疑解難」專欄，如讀者收
藏的古瓷藝術品有何疑難，可將
物件拍攝成圖片電郵至：stfung@wenweipo.com，我們將有專家作解答，敬請
垂注為荷。

2016 年中國藝術品秋拍，由東京中央拍賣率先在日本拉開帷幕，緊接着就是 9 月
中的紐約亞洲藝術周，蘇富比、佳士得和一眾大小拍賣行都準備了琳瑯滿目的拍
品，迎接全球藏家、投資者的競標。蘇富比將舉行包括坂本五郎珍藏中國高古藝
術、羅伊與瑪麗蓮·派普夫婦珍藏中國繪畫、中國書畫、中國藝術珍品等有關拍賣；佳士得
則將舉行大都會博物館中國瓷器、中國書畫、露芙及卡爾·巴倫珍藏中國鼻煙壺、臨宇山人
珍藏、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馬克斯·弗拉克斯家族珍藏等多個專場。
文：麥默

紐約亞洲藝術周口碑載道，本季紐約亞洲藝術周同
樣力求行業性強，高品位、高水準、努力為買家

出版消息

釋疑解難

讀者周女士：
你的這兩件明朝青花瓷器都是
不到代的一般仿品。其中的扁
壺，真品從來不會在壺肩部落款
的，青花是用科學藍料所
造。碗的畫工普通，缺乏力
度，底腳也不
對，太粗。
翟健民
■讀者要求鑒定的圖片

■清乾隆粉彩描金松石綠地開
光惠山煮泉觀卷圖御製詩茶壺

■ 世紀末／ 世紀初
德化白釉觀音坐像

黃花梨圓腿案造型簡潔優雅

明式傢具造型簡潔，線條優美
流暢，造工精緻，圓渾、典雅、
實用，其精巧的榫卯結構使得這
種傢具歷久不衰。
明式傢具主要起源於明代文化繁
榮、經濟富庶的江南地區，有許多器
物都是文人參與設計的，所以特別儒
雅，圍繞園林城市美譽的江南地
區，文人薈萃，仕官商賈雲集，安居
於典雅的庭園宅院，其精緻生活而使
用的日常起居所用傢具，反映了這段
繁華時期的文化背景。
黃花梨圓腿案或稱圓腳枱，又稱
夾頭榫平頭案。黃花梨圓腳枱與所
有 明 式 傢 具 一 樣， 因 其 簡 潔、 優
雅、實用，不但得到國人的喜愛，
而且還特別惹得西方人的青睞。因
遺存實物較多而常見，圓腿案的年
份較難分辨。由於它的設計頗為成
功，延至清早期，工匠也沿用明朝
的式樣。但是我們只要認真細心觀
察比較，雖然同一種形製式樣，但
隨時間的推移、社會的演變，它
一定留有歷史發展的痕跡。
實例一，明朝，黃花梨圓腿案，尺
寸 ： 長 99CM、 寬 46CM、 高
77CM。
特點：噴面較突出，刀子牙條為一木而
成，牙板較窄，但立面用料也較為厚實，有
力地支撐和
分擔案面的
承重。刀子
牙較小，但
非常圓渾，
壼門夠圓，
線條優雅。
實例二，明
末清初，黃花梨圓腿案，尺寸：長
155CM、寬56CM、高82.5CM。
明末清初的圓腿案，工匠沿用明代的形製
式樣和規
矩，與明
朝期間的
沒有多大
的分別。
但隨時
代 的 轉
變，為了增加它的觀賞面，牙頭續漸加大，
牙板也續漸加寬，牙板牙頭下部起有清麗纖
巧的燈草線。
實例三，黃花梨牙頭雕鳳紋圓腿案，晚明
至康熙年間。鳳紋代表女性，這類平頭案
應該是屬於典
型的嫁妝用
具。紋飾對於
解讀明式家具
都非常重要，
因紋飾能直接
反映當時社會
的觀念和喜
好。晚明至康熙年間大量出現鳳紋，原來
宋代以後出現厚嫁風俗，富貴階層更甚。
女方花費多很多，男方花費只是女方的十
分之一。因為嫁妝是否豐厚，是會影響女
性在夫家的地位。
實例四，黃花梨圓腿案，尺寸：長
272CM、寬52CM、高87CM。
此案應為明式傢具的晚期製品。清雍正
年間，隨時間的推移、社會的演變、人
們的喜好變化。為了增加觀賞面，牙板加
寬，牙頭加大，牙板牙頭下部起圓線，牙
頭與牙條壼門圓角較小，整體上與明代的
圓渾、研秀相去較遠。
劉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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