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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假与假拍｜Fakes & Plots In Auction
文/说话的

题释一：“假”
假就是假，难在你怎知是假。周老虎案，怎一
个“假”字了得。你道是老虎假，其实是猎户
假；你道是猎户假，又怎知官府不假；你道是
此案真假已辨，又怎知假字不从他处袭来，各
家尽有奇招扑朔，叫你我怎么眼不迷离。

其余133万由翰海公司在一两年内以帮苏女士卖画的方式从佣
金中扣除，原来尚有暗渡陈仓之举。苏女士终未认可萧氏提
案，日前已提起诉讼，告HH公司售假画，要求撤销此次买卖
行为，返还拍卖款。

资本市场的第一阶段快要结束。。。。。。》、《市场泡沫及
其问题》、《拍卖天价与艺术商业化》、《艺术价值被高估的油
画》、《艺术交易的过度化》，等等等等。

西。譬如周老虎，其要害是假，若将“假”的画皮剥去，寻找
老虎的愿望和作为毕竟都是真价值。如此看来，货到底是不是
真货，竟然还是个疑问。

题释三：“拍”字另解

拍假，说的是拍卖中的假货，近日有新闻。话说一位上海

再说 假拍 ，不是卖假货，乃是假装卖、假装买，或者说
假装卖得很贵、假装买得很好。这话的术语叫做“天价做
局”，要义是暗中花钱，自高身价，声势既成，以俟真正的
冤大头下家。

朱老师所言者，果有耶？果无耶？或则操局者究竟谁人？反对
的一方也有说道。另一位名评论人、策展人吕澎老师有《让当
代艺术的“泡沫”漫天飞舞》一文，立场一目了然。吕老师的
另一篇文字题为《资本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再次
力挺资本与市场。其后朱老师又有回应，曰《谁在害怕批评
艺术市场？》，再论自己的立场与根据，当天跟贴便达400多
条，两派论战、骂阵之势蔚为壮观。以上诸篇文章本嘿板报本
期与前期均有所摘转，有兴者可以一阅，或则迳上嘿!社会浏
览全文亦可。

收藏者以253万元（拍卖价+佣金）从北京翰海公司拍到画坛耆
宿吴冠中的油画《池塘》，被吴老先生本人定为伪作。买方苏
敏罗女士称，初欲退货，有HH人员劝其不妨把画藏起，待吴
老去世再卖天价，真可谓指点迷津。后来翰海公司却又派律师
与苏女士协商，说可以共同起诉卖方萧富元氏，可见公家态度
毕竟不同。而萧氏旋即委托翰海公司中人表示愿退款120万，

近来假拍话题的缘起，始自围绕艺术资本市场的评判之争。两派
各有代表人物撰文立论，在论坛上已有些时日，只是月馀以来论
争攻讦更趋激烈，一时间烽烟四起。其中一方是名评论人、策展
人朱其老师，他有抨击艺术资本市场之不良状况的系列文章，从
文章题目中内容可见一斑：《艺术、资本和批评——新兴艺术

假拍之事，货是真货，钱是真钱，无从诉讼定论。但今日我等
所关注的，毕竟不仅是价位的高低和买者的身份，还有货色的
品质。酱油到底应该卖多少钱一斤，虽然可以搞个清楚，然而
酱油若只是酱油，终究不算什么货色。假拍之事若有启发，也
是在于不要被价格蒙蔽，以致忘记了去寻找真正有价值的东

题释二：“拍”
拍卖。

围绕200多万，买卖三方相持不下。吴老先生现尚健在，画之
真伪倒是不存悬念，况且画之真伪若非关联财富的裁决，谁去
关注。至于究竟如何裁决，关注者请拭目以待。

向王海学习，发现有假，抄起大板儿砖直接拍。

苏敏罗：这个市场虽然有黑的一面，但正义还是存在的。

萧富元：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交易。

吴冠中：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
李亚俐： 当时是客户委托，我也不知道是假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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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惠娴： 她（苏敏罗）起诉就起诉吧，作为拍卖公司，
能完全保证画的真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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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飞德访谈

ＡＹＥ ： 高磊“物场”摄影展
此次展览展出他于2006至2008年间创作的《35号楼》和《现场》两个系
列的摄影及相关装置作品。这两个系列的创作源于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所
采用的将真实动物标本放置于人造模拟环境背景下的布展组合方式。他
使用了一种与之相反的组合方式：把人工批量复制的廉价玩具通过放大
的拍摄方式还原为与真实世界相符的体积,再把它们合成放置于属于人
类社会的各种场所中。最终两者的结合使那些可大量复制的无生命的
玩具吸收了来自人类社会环境的细节而变得真实独立，拥有了“生命
感”。 作为背景中人类环境的细节，其原本复杂的含义被迅速简化、
消解，真实的环境变得虚空失义，于是世界重新回归为物场。

时间：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９日至９月１９日
地点：ＡＹＥ画廊

“沉积”新东方精神
由双策展人：前德国慕尼黑维拉斯托克美术馆（Villa Stuck Museum,
Munich)馆长Jo-Anne Birnie Danzker，及前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 纽约古根
汉姆美术馆亚洲部顾问杨心一博士共同策展。此次参展的艺术家有：蔡
国强、陈界仁、朱德群、庄喆、侯俊明、黄钢、郭振昌、朱铭、李真、
李山、郎静山、吕胜中、潘公凯、邱世华、王怀庆、徐冰、叶永青、杨
英风、赵无极、展望共20位著名且具指标性的华人艺术家，展出他们20
余件最新及代表性作品。这些艺术家代表了华人艺术在世界艺坛的杰出
表现、独创美学和深刻的艺术理念。

时间：２００８年８月２日至８月３１日
地点：亚洲艺术中心（北京）

梯空间 ： “黑桃”诱惑
一个争取身份的时代色调里，不具备性别、年龄、教育的意识形态条
件，有没有权利扎堆儿出场？这在“黑桃”组合之初就引起了部分内部
猜忌。展览的参与艺术家碰巧都是80后的女性，立刻招致了提问：是不
是有女性主义的意图？是不是有女权倾向？是不是80代在摇旗呐喊？ 这
些问题貌似非常天然，但是确实存在一个被忽视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
会产生条件反射的提问方式？为什么在睁开眼睛之前诸多事情就已经被
料理？要想得到答案，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去看“黑桃”艺术展。

时间：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９日至８月１６日
地点：梯空间

采访：嘿板报唐莉（以下简称嘿）
文字整理： ＰＩＰＩ
采访时间：２００８年０７月１２日上午１１点
采访地点：常青画廊
嘿：常青为什么来中国并且选择北京这个城市？
白：因为在北京０４年中国有一个第一次的ＣＩＧＥ，常青画廊是唯一一个
外资参加这个博览会的画廊。到北京来发现，特别是７９８，喜欢７９８的氛
围。当代艺术在这，有一种发展的资源，所以就选择到北京７９８来了。
嘿：近几年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势头迅猛，很多外资画廊来到中国都在
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和艺术家，而你们却热衷于把西方的艺术家带到中
国，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目的？
白：常青画廊是以艺术为目的，并不是以其它的，比如民族、国家之类
的作为目的。我们在法国和意大利都有画廊，差不多是同样的做法，介
绍了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也包括中国的。那么常青画廊过来北京是想把
西方的一些艺术家介绍到中国来，可能对中国人来说，以前可能接触很
少，并不知道。和其它画廊的做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也把中国的艺术
家介绍到国外去。常青画廊的目的是，把一些东西带到中国来，我们想
对中国的艺术界做一些贡献。
嘿：你们的展览更注重艺术性，给中国人普及西方的当代艺术，不用出
国就能看到一些大师级的作品，扮演了一个类似公益的角色，是不是有
一些公益的性质？
白：画廊首要的目的是宣传艺术家，那我们要用最好的艺术方式去宣
传，而不是重于那种商业的目的。我们常青画廊是挺大的一个空间，同
样在意大利也是，对于艺术家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他们要把想法和作
品做到最好，利用好这个空间，去做一个非常好的装置艺术。
嘿：你们绝大多数展览都是西方的艺术家，在中国，很多人对他们的认
知都不够，包括国内的收藏家，那你们如何平衡市场和艺术的关系？如
何维持画廊的生存？
白：我们可能是有早一些把当代的艺术介绍到中国，但是就是说凡事都
有个过程，中国收藏家现在也开始关注当代艺术，主要还是对中国的艺
术家，但是他慢慢的会接受这种世界上的艺术家。等他们到那一天的时
候，我们已经在中国介绍了很多他们不知道的。而且我们常青画廊现在
在意大利和法国都是支持我们在中国的发展。
嘿：你认为你们作为外资画廊是否给中国当代艺术注入了一种活力？
白：我们常青画廊是有三个不同的老板的。他们都是非常有活力，有动
力的那种性格。他们从二十五、六岁开始创业，从一个小画廊开始，经
过十年，把这个画廊做成非常有名的，世界上最好的画廊之一。现代艺
术在意大利，它的环境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因为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活力
和动力，特别是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才把常青画廊带到中国来。所以我
相信他们这些经验带到中国来，会提高北京当代艺术的高度。

证大 ： 邱志杰“南京长江大桥自杀干预”
邱志杰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对南京长江大桥的历史、现实、特别是醒目
的自杀者现象进行关注，并展开文献收集、对各类人群的问卷调查、对
相关人士的深度访问。与此同时，一系列创作计划平行地展开，包括
了绘画、摄影、录像、装置、行为等各种媒介。在与自杀救援者组织的
接触过程中，这个庞大的计划由客观的观察、调查、分析和思考，发展
为更主动的介入和干预。期间，艺术家不但多次在南京长江大桥实地调
研，并直接参与自杀救助工作。整个“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干预计
划”由多种形态、多种媒介的作品、准作品、非作品所构成。形成方式
包括了采集、创作、改编、合作等多种手段。它既是一个漫长的文化研
究过程，也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生产计划。

ＵＣＣＡ ： 展示、体验、分享与创造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将通过以“我们的未来”主题的夏季展览项目及相
关教育项目，在精彩的夏季，敞开我们的大门，与中国艺术家、当代艺
术的收藏家、艺术机构及新一代的艺术爱好者共同讨论中国艺术的未
来。作为开幕以后的第四个展览，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试图再次彰显其
宗旨：创造、发展、建立一个开放的对话平台，并将推广中国艺术作为
活动的重心。继《我们的未来：尤伦斯基金会收藏展》之后，UCCA还
计划举办一系列展览，探索尤伦斯收藏中的不同主题和艺术品。

时间：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９日至１０月１２日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观念的笔记：中国当代绘画的局部叙述
“观念的笔记：中国当代绘画的局部叙述”于2008年7月12至8月15日在伊
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举办，这是自中心开馆以来的第二的展览，也是中心
的年轻策展人策划的第一个展览。针对惯常的、流行的绘画解读模式，他
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并把这种思路落实到了一系列画家及其绘画作品
之中。笔记是中国古代文史传统中的一种写作体裁，策展人把他们的绘画
实践比喻为一种笔记体的写作，既是为了形容其外部特征，也是为了暗示
其隐含的文化政治功能，一种对既定的绘画话语的解构作用。在展览的主
题中，也包含着一种审慎的态度，即对任何总体叙述的怀疑。因此，这个
展览不是在重新梳理我们的艺术史，更不是在试图制造出一个新的潮流，
而是为了提出一个新的观看角度与价值维度，以激起绘画在当代艺术语境
下可能的活力。

时间：２００８年７月５日至７月１９日
地点：新北京画廊

时间：２００８年７月８日至８月２４日
地点：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

嘿：你们作为外资画廊更多的在介绍以西方为主的艺术家，那你们对于
中国本土艺术家的贡献更多的是什么？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白：我觉得当代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因为常青画廊不光是代表西方的，
我们还有中国的艺术家。我们选择中国的艺术家，是用新的感受去选择
他们的作品，而不是出于其它的目的。我们常青画廊的三个创建人，他
们每个人对艺术都有不同的见解。他们选择不同的艺术家，但是他们最
主要的还是去感受他们喜欢不喜欢这个作品。
嘿：你们在做了很多国外优秀艺术家展览的同时，担不担心有人责怪你
们对中国艺术家做得太少，或者说你们是想借助中国当代艺术的火热来
推广你们画廊国际的艺术家？
白：现代艺术是国际化的东西，我们其实也像现在这样一个展览是一个
群展，另外有三个是中国的艺术家。我们不想把艺术划分成中国艺术或
者西方或者意大利的艺术，艺术就是艺术。你可能想知道，这件艺术作
品是中国艺术家做的，但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东西。大家通过艺术都能理
解的。那我们在国外也有一些艺术家，我们把它介绍到中国，把中国的
艺术家介绍到国外去。你们可能在那边觉得这是中国艺术家，但是他是
非常国际化的艺术家。
嘿：你们现在涉及的中国艺术家都是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艺术家，
今后是否会运用你们外资画廊在国外的资源推广国内的优秀艺术家？
白：我们其实对于中国的艺术家，我们是在国外见到他们的作品，然后
我们基本都是在国内见到他们。有很多都是年轻的艺术家，而且他们也
都是刚刚开始他们的事业，也不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那些。我们就是喜
欢他们的作品，也愿意帮助他们。我们合作的很多的艺术家都不是商业
化的，像阚萱、顾德新、孙原和彭禹，他们都是比较好的艺术家。但是
你不会在杂志上看到很多的宣传。但是他们的作品非常好，大多数都是
被博物馆收藏的，而不是很商业的艺术家。因为我们很欣赏他们的作
品，所以我们会在国际市场上尽力去推广他们。
嘿：今后展览的重点还是国外的艺术家吗？
白：我们可能还是坚持我们国际化的这个路线。因为我们在中国也会认
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会增加一些中国艺术家的展览。但是我们的重点
还是想把在中国很难见到的一些优秀的外国艺术家介绍到中国来。这样
的话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我们也愿意把中国的艺术家介绍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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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之 ： “个案”Ⅱ
圣之空间艺术中心开幕展的第二部分“个案——艺术批评中的艺术家”将
于2008年7月26日拉开帷幕。本次展览参展艺术家的选择以著名诗人、艺术
批评家朱朱所撰的艺术批评文字为基础，包括曹恺、方力钧、洪磊、季大
纯、李继开、李青、刘大鸿、刘小东、刘野、罗荃木、毛焰、孙良、王顷、
王亚彬、翁奋、向京、徐累、岳敏君、尹朝阳、张帆、张晓刚、赵能智22位
艺术家。既包括了由过去令人压抑与窒息的现实给予决定性的动力与激情
的前一代艺术家的“见证性”作品，也包括了以内在的欲望与梦想作为创
作唯一而持久的保证的新一代艺术家的“愉悦性”作品。争论不休的“两
张面孔”的问题仍在这次展览中延续：是紧紧攫住那份微弱的理想主义记
忆不放，还是把艺术视为一场自由而独立的语言游戏？

时间：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６日至８月３１日
地点： 圣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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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 ： 无“动”于衷
常青画廊于7月12日，在举世瞩目的奥运北京，推出此次以独特的视角观
注社会现象的中西艺术家群展。 “无动”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也是宇宙
万物生命之初最原始的形态。“无动”与“动”原本是相对的但并非绝
对，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生活节奏的"动"在当前高速发展的社会
里无形递增，而思维上“动”的敏捷却被漠然，无暇顾及似乎已经成为
人们普遍的处世态度。此次参展艺术家们通过各自的作品，从不同的角
度及感性来影响观者，等待着某件事情出现，或者是被发现……“动”
与“无动”的关系。

时间：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２日至８月２４日
地点：常青画廊（北京）

news@ionly.com.cn

朱铭美术馆 ： ２００公尺，上路去！
2008艺术长廊以《200公尺，上路去！》为活动口号，欢迎大家一同体
验21组艺术家集体创作的活力。6月28日起，奔驰你的感官，跟我们一
起上路去！「艺术长廊」为一长约两百公尺的弧形廊道。这是一处透过
公开徵件，提供给年轻艺术创作者挥洒创意的户外作画空间。本年度
艺术长廊创作者为：何佳燕、蔡伊婷、刘新佑、洪悦庭、卓宏谦、Miss
Three、Hoelex、周佩蓉、妈妈很忙亲子队、林诗苹、邱博森、刘昱辰、
陈柔含、方涵庭、郭惠芳、顏晞芮、曾彦茹、陈樺陞、陈依纯与罗禾
淋、游为淳、王子兴。藉由现场壁画彩绘活动，来馆民眾将可体会艺术
作品的创作过程，并直接与艺术家进行交流与互动。

时间：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８至２００８年８月３１日
地点：朱铭美术馆（台湾）

400-888-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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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好热”

“苏敏罗如此说”
[楼主]: 山口山 2008-07-10 12:06 整理

我追溯，对不对？那我才应该追诉我的上家嘛，那这个是
一个很正常的法律手续，这个也不牵涉到人的那个。。。
每个人的那个。。。我跟瀚海说，如果说因为这个事情打
官司，我跟瀚海也没什么仇恨阿，我跟苏敏罗也没有仇恨
哪，是不是？这是一个很。。。。我们应该以事论事，而
不是以人论事，我就是觉得这个样子才合乎道理，

张静江，张将他的全部财富支持了辛亥革命以及民国早期的
国家建设；抗日战争时期如陈嘉庚，他变卖家产支持抗日。
我就不用举更多的例子给那些振振有词说别人仇富的人听
了。
鼓吹市场经济反专制，是一种新自由主义过时的论调

目前声称市场经济能促使中国艺术的自由和反专制的人，这
种论调并不新鲜。这在经济学界早就有了，也是过去十年
《读书》杂志一致批判的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翻版。这
些所谓的宣扬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实际上不过是某些
我在2005年12月，在北京瀚海拍卖买了一副吴冠中的《池
跨国公司、民营企业或者国企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种所
塘》。后来发现这个画是假的，我想再这里告诉大家一个
谓市场经济能“自动”拯救中国的理论和经济学家在经济学
事实
界早就在近年名誉扫地，居然有人将此移植到美术界来为
市场炒作辩护。他们的理由是：中国还是一个资本原始积累
苏敏罗（以下简称苏）：当时是05年年底，我就加入了艺 [楼主]: zhuqi 2008-06-26 22:40 整理
的早期阶段，所以必须让一部分资本炒纵艺术市场，直到把
术品投资行列。当时我去瀚海看预展，那张画在图录的
假的市场变成真的市场，假的价格变成真的价格，这样中国
封面第2张，是安徽美术出版社的。当时我不会去考虑假
艺术就能真正摆脱专制文化，从而自由创造。这真是一个美
的。因为瀚海名头也比较大，假如保利没有出现的话，它
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拍卖行。到目前为止，也有15年的历 我的几篇批评艺术市场的文章，近几个星期引起了极大的反 丽的大饼！
弹。甚至在网上对我进行匿名的人身攻击，用这这种下三滥
史了。
的手段来攻击一个批评家所达到的规模和恶劣程度，可以说 一个可以肆意违背规则的市场游戏能真正促进艺术的繁荣
苏：吴冠中很出名，对我们刚进入投资行业的，买他的东 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来所从没有过的。可算是创下了一个历 和体制成熟吗？甲A联赛已经证明了这是在说梦话。今天的
中国艺术市场跟几年前的甲A联赛越来越像，大量的资金进
西特别稳。当代摸不准，今天300万，明天有可能30万。 史纪录。
入没有促使球员好好练球，以及建设良性的足球体制，反而
有朋友说现在市场红火，赶快出手赚它一笔，那我想也
好，就拿到北京去验证真伪。验完说，朋友说你得小心 是谁在害怕批评艺术市场？我不禁要问，那些近期明显表现 促使各方疯狂的追逐金钱，但水平没有真正提高。等到所有
了，这张画有可能是假的。当时我就找到了当时瀚海油画 失态的人，为什么要如此害怕一篇文章，难道一篇文章就可以 参与各方都捞足了以后，下一代甲A新球员既挣不到钱也没
部的负责人台湾的李亚俐。瀚海当时的办公室就在上海的 把中国艺术市场一夜之间弄得崩盘？这是不是也太低估所有 有迎来一个真正的足球体制。四年前的国画市场也是这样。
八号桥，我就去了她的办公室。当时李亚俐说，我很难确 藏家和投资人的智商了。如果所有的天价作品都是真拍和真 一个没有约束和理想追求的艺术市场，只是少数人不负责
定这张画的真伪。我说，那你得帮我取证一下。她说画是 实成交，这有什么好怕的。有些人如此恐慌，是因为目前的艺 任捞钱的工具，而让真正愿意负责任和遵守游戏的人被受
干扰。
一家比较资深的画廊老板送的，应该是没问题。你觉得有 术天价问题是建立在一个谎言共同体基础上的。
问题，就把它藏起来吧，等老先生过世以后，你再从法律
上去取证啊打这场官司的话，有可能这张画就会从没有价 即使在各路人马出来纷纷粉墨登场，为艺术市场辩护，这些 鼓吹市场经济可以必然带来一个美好结局的人，实际上是
值变成很有价值了。出去对李亚俐的信任，也因为实在是 “市场万能论”的消防队员们也实际上没有就一些基本的事 把市场和资本当作了上帝来顶礼膜拜，也是一个没有灵魂
很难取证，我就把这张画取回去了，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实进行反驳，比如天价拍卖的谎言，中国油画世界二流，艺术 和主体性的理论。最近几个月艺术网站上不断出现一句话叫
了。直到去年10月份，新加坡最大的收藏吴冠中的郭瑞腾 的生产复制，天价作品并不代表真正的中国新艺术。他们而只 “有钱就是大哥”，就说明资本已经如何让一部分年轻人的
在雅昌刊登了这个假画文章，而且也把这张画刊登出来 是绕过这些问题，大谈外围问题，诸如市场经济拯救中国，市 价值观丧失了灵魂。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不仅没有消弱
了。我再次找到李亚俐，说这张画真的是有问题。我就觉 场资本拯救艺术，以及我们要对市场给大家的好处如何要感 专制文化，实际上还使极权主义和寡头资本的高度接合在
一起。
得事态很严重，可能会采取法律行动。我后来就跟她僵持 恩戴德，云云。
了很久。她说你打官司的话，这件事也不好办，而且会打
很久。那我当时的态度很坚决，打多久的公司我都打，我 在总体上，所有反对批评艺术市场的“消防队员”都在刻意强 我不知道有些人对批评市场为何要这么恐慌？如果这是一
都抱了不要这张画的态度了，一定要弄清楚。你再不跟瀚 调三点：1）将“批评市场”说成是“否定市场”；2）强调“市 个有坚实学术内涵和真实交易基础的艺术市场，而不是一
个刚搭起来的虚架子，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真正害怕批
海讲的话，我就会联系媒体去曝光了。我说我还会去告瀚 场万能论”，3）强调我们要对市场感恩戴德。
评艺术市场的是那些艺术炒家，以及所有这些炒家的利益
海，我不怕。后来她就把瀚海拍卖经理王春元的电话给我
相关者。因为这些炒家离开了天价谎言，就一天也炒不下
了，王春元就跟我说，小姐，听说你会用很激烈的手段来 “批评市场”不是“否定市场”
去。
跟我们交涉这件事。苏小姐，这事我们三天前才知道的。
后来我知道送件人是索卡的老板萧富元，也是台湾人。那 市场不是万能的，在批判中规训市场
我并不认为艺术市场会全线崩盘。我相信过去三年真正的
李亚俐跟他是多年的好朋友。据我所知，萧富元以前也是
搞金融，后来搞台湾的老油画和中国的老油画。我就是觉 这就涉及到了第二个问题：人类社会不能没有市场经济，但 好作品和在画廊一级市场扎扎实实铺垫的艺术作品，依然会
得，他跟李亚俐，都看不出这张画是假画的话，对我来说 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受到社会公正、民 步步高升。艺术市场的一部分机构和群体正在转型，甚至一
是有疑问的。包括王春元跟我说，三天之前才知道这件 主和法制的制度约束和规训之后，才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市 些实验性装置艺术现在也开始卖得不错。所以，我没有对中
场经济如果没有约束，那么就会产生权贵资本主义、黑社会 国艺术市场失望，当然，那些虚高价格的艺术品的命运就不
事，我不能说他们是不是有做些什么故事在里面。
资本主义、坑蒙拐骗资本主义以及对外的殖民主义。目前所谓 太好说了。
苏：后来李亚俐说，萧富元说假如协调的话，他只愿意拿 “艺术市场万能”论的消防队员们试图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
120万出来，因为那张画他也是拍回来的，他就当这笔生 历史，将最近三年的市场泡沫和天价骗局放在这个三十年合 一个挤泡沫的市场阶段会很快到来，挤掉这些精神和市场
法性背景下解释，这实际上是近几年已经受到广泛批判的中 上的泡沫，中国当代艺术依然会很好！中国不需要一个坑蒙
意没做过。
拐骗和皇帝新衣漫天飞舞的艺术市场，不需要一个少数人
国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一个翻版。
不负责任炒作捞钱的艺术市场，而是需要一个让商业资本
苏：但现在一直没有回应。然后10月多的时候是香港的佳
士得拍卖。我的朋友就把温总、勾总，瀚海总经理跟副总 所谓改革三十年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是说Z/F必须退出 来推动学术的艺术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市场不是一个决定
经理都介绍给我认识。当时他们说会尽快去处理这件事。 垄断和专权，彻底用市场经济政策来取代计划经济政策，只 性因素。
从11月到4月，到北京博览会之前，我打了N次电话，根本 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的经济繁荣、培养大批的中产阶级，并最
不接，也没回音。我来北京参加艺术博览会遇到他们，温 终取消专制统治实现民主。这个理论虽然很好，在八十年代 [9楼] 自我批评 2008-06-26 23:01
总、勾总跟我讲，我们找了萧富元好多次，都不在。我就 到九十年代中期，也得确有一批改革家为了民族和社会命运 《艺术地图》有发行刊号吗？没有刊号收取版面费是要被新
跟他说，没关系，温总、勾总，我带你去见他。你只要当 牺牲自己推进改革。但是最近十年以来的改革已经证明，这种 闻出版署查封的！知法犯法要追查到底！
着我面，跟萧富元聊上几句，看他态度怎样。假如他坚决 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是有重大缺陷的，造就了Z/F腐败蔓延、
不去处理这个事情的话，我的律师会去处理这件事，我是 两极分化加剧、20%的少数人掌握国家的80%的财富，国家富 [126楼] 圣菌 2008-06-27 01:09
真金白银拿出来的，而结果是这样子的。这个市场里这么 人民穷的准“拉美”现象。而在政治上，极权主义没有任何松 自我批评你好,虽然你是在打假,但是你其实也是个假,你和朱
其找茬的目的无非也是想损人利己而已.你提到他们杂志刊
动的迹象。
混乱，水这么深。
号的问题,我想问,现在有几个艺术杂志有刊号?你的杂志不也
我前几天刚去过四川灾区，给我震撼的还不是地震本身的惨 是没有刊号的吗?你说这个想暗示什么?你想威胁?你这样的
状，而是地震之前的底层人民社会生活的贫困和痛苦。那些 伪君子当然干得出暗中举报一类的下三滥事,只是你有在这
墙体坍塌的居民楼暴露出所有室内的生活状况，就像一个底 里大谈学术,真让我感到好笑,流氓耍到你这个程度的人,国内
层社会剖面图，每家人家的生活设施加起来不会超过五千 还真没有几个?
元钱。我相信只要去过灾区现场有点良知的人，都会觉得那
[楼主]: 山口山 2008-07-10 00:34 整理
些所谓的天价作品简直什么都不是，既没有为中华民族在承 既然一开始就路出一副流氓嘴脸,又是威胁又是恐吓,现在就
担文化责任，也没有学术深度，更没有与中国现实血脉相连 别在这里假装坐而论道了,你的嘴脸所有人都看得到,别再用
的联系。近两年在市场上被炒成高价的作品都是所谓的“大 自我批评的马甲装大尾巴狼了.
脸”，基本上都是把中国人画成一些“狞笑的脸”、“木呐的
脸”、“傻笑的脸”、“阴险的脸”、“呲牙裂嘴的脸”，就是这 [195楼] 欢迎自我批评 2008-06-27 01:53
萧富元（以下简称萧）：从我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单纯 种作品还有一些理论吹鼓手将它们说成是能进入当代艺术史 你连米都没有，就在那讨论锅的问题。
的交易，这幅画也是我买来的，买来以后没有多久，瀚海 的伟大作品，代表中国的国际新文化形象，改革开放三十年的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拿去拍，我也是经过一个很公开的拍卖，我买得时候有一 市场经济的伟大成果。
你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吧。什么是米？如果你的意思是指健康
个很正当的程序：有发票什么都有，卖我也是交给全中国
的市场，那今天的讨论就是要让稻米长得健康，与锅无关。
最好的拍卖公司，公开的拍卖，所以我到现在为之我都不 拿了资本主义的钱，照样批判资本主义
如果是指艺术，那就更得讨论锅。况且，如果是指艺术，什
知道我的错误在哪里？我也搞不清楚，可能我的运气比较
差吧！我可能买到一幅她们认为不对的东西，我想这个东 这就涉及到了第三个问题，即谁是真正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经 么叫连米都没有？每个艺术家都是自耕农，今天的问题不是
西任何一个人都能碰到，可能我的个性比较直，我不希望 济成就的推动者和贡献者，谁分享了这些成果，谁应该对市 没有米，而是米怎么样，以及米生产出来之后怎么样。希望
你想清楚再说。
用一个没有证据、用一个私底下的方式来解决，很多人这 场经济感恩戴德？
个事情可能会私了，会底下说“和解吧”。。。可是我要
和解，我希望说有证据，你要拿出来，当时苏敏罗小姐来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一个 [293楼] 自我批评 2008-06-27 15:02
跟我。。。当然我从来没跟她接触过，我不知道，就是她 庞大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形成，一个自由自主的民间社会也没有 我昨天问了吕兄关于此事，他说“提到朱其的名字都是在抬
托人过来跟我说这个画是不对的，但是她没有提出任何证 形成，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很贫穷，改革开放的主要财富落到 举他，这个人连搞艺术的最基本素质都没有，难得和他鬼
据，那个人告诉我说，是因为她没有卖掉，在买的当中有 了少数人群手里。所以，改革三十年的经济成就，难道就是这 扯，浪费时间！重要的是怎么做事，不要在这里狡辩理论
人跟她讲说是不对的，那这个不能当作证据啊！因为说对 些少数掌握财富的人功劳吗？肯定不是，中国这场伟大的经济
说不对的人太多了，你说这样怎么可以当成证据。她已经 成就，广大善良、勤劳、遵守社会秩序的民众和工人农民付出 [357楼] guest 2008-06-28 14:45
差不多7、8个月以前跟我讲这个事情，我一直要求她拿出 了巨大牺牲，广大知识分子、公务员、改革家、城市白领等付 吕澎一直是个不太重要的人物，没有学术，没有观点，没有
证据来，可是她没有拿出任何一个证据给我看，然后她说 出了比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时期还要玩命和超负荷的工作 责任感。但他有野心，也够聪明。他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他
到了7.1才给吴冠中证明是假的，这个当中你就会发觉， 强度，是这些人为三十年经济成就承受了发展代价，没有这 是一直不甘心做一个房地产策划。那怎么办呢，他就在中国
在7.1前并没有任何一个证明是假的，7.1她证明是假的就 些中下层民众为改革作出的牺牲，哪有今天的经济成就？中国 当代艺术才10多年的时候弄了个《艺术史》。写史可是个大
没有跟我们商量，她就直接去公布在媒体上，就找一个记 社会的中下层民众确实生活上比过去有了进步，但与他们付 事，可是这个史本来就不该他写。原因就是前面讲的他一直
者来，所以这就明显的我觉得她的居心是可疑的，如果你 出的劳动相比远远不够，他们本来应该获得更多，所以凭现在 混不出来的那三个理由。其实这点他心里也知道。于是乘着
以前要跟我协调，你拿出证据，我们可以协商，如果你有 这些生活收入上的进步，我觉得是中国社会要感谢他们，他 费大为弄八五的余热，他不断的做吕澎版本的历史回顾展。
当年没有参与没有关系，现在老子能弄到钱和资源。那现
这个证据，这个东西是我买来的吗，我也是受害者吗，我 们不需要对市场感恩戴德！
在弄正是时候，把自己弄成历史的代言人，那这事不就成了
当然要跟我的上家要求去赔偿，这是一个程序吗。她没有
啊，她完全没有，然后今天拿到证据她就不跟你商量马上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谁是谁非，不用我多介绍了，网上已有太多 吗。
公布媒体，我就觉得这种居心我不敢赞同，我不予赞同， 的讨论。令人奇怪的是，近期有一些市场万能论的理论鼓吹
这就不是一个解决事情的方法，我就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 手居然继续鼓吹将市场当上帝，或者鼓吹“市场感恩论”。中 这是其一，其二呢，就这事，我跑出来给F4代言，跟朱其打
接受社会的公平的，从我的角度，我现在还认为是这样 国当代艺术三十年的进展是一些拍卖炒家和艺术投资人的功 仗，其实对吕澎是没有一点坏处的，朱其最早也没说他吕
子，很多事情应该比较心平气和的来谈这个事情，不要很 劳吗？肯定不是，他们大部分只是最近三、五年才进来的，前
多人就是用一种她是受害者怎么样，如果她是受害者我也 面二十几年他们在哪里？没有几代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
是受害者，这个东西又不是我制造的，我有凭有据的去买 甚至国外的策展人、批评家和外国友人的帮助，哪里有今天的
这个东西，那她是受害者，我当然也是受害者，你要是受 艺术市场？最近三年的艺术投资人和拍卖炒家只是来收割过
去二十年的艺术成果，应该是他们感谢几代艺术家、批评家
害者，你值得同情，我怎么就不值得同情呢？
才对。
萧：吴冠中，我不能否认吴冠中的话，既然艺术家这么
讲，我尊重吴先生她的一个判断，但是这个判断她有两个 有人说你批评家这几年获得了高额稿费，还要批评市场？那
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他认为是假的话，我们应该追求 我要告诉这些消防队员，我拿了高额稿费还是要批判。因为我
这张假画的来源，这是一个法律的层面，有人制造假画， 们都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开拓者，我们拿了稿费并不欠谁的！拿
我们作为收藏家很怕收到假画，我们也痛恨假画，我们也 了资本主义的钱，照样批判资本主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艺术
希望找到元凶出来，这个我们都愿意配合，可是从另外一 批评！
个层面，就是苏敏罗买
这张画，她是不是能够退这张
画，这个就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不是我能够解决的，因 有人说你批判市场是出于“仇富”。我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并没
为既然已经交到法院上，她已经提出法律告诉听说嘛，这 有“仇富”，而是“仇”那些靠坑蒙拐骗、欺世盗名、巧取豪
个是由法院判断嘛，如果法院认为这个画需要我来赔偿， 夺、违背游戏规则富起来的人，并且有了点钱就不知道自己是
我不会排斥法律，因为我认为说，中国是一个有法制的国 谁的人。对这种人就是必须在中国产生一种“仇富”话语。中
家嘛，她应该有法律来规范，它有拍卖法，因为她这张画 国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一个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抗日
是在拍卖行买的嘛，她不是针对我买的，我也跟苏敏罗完 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多年里，有一些真正伟
全没有认识，我也没有跟她交易 ，她的钱也不是给我， 大的中国富人，我不但从未“仇”过他们的富，而且对他们敬
我的画也不是给她啊，所以她应该跟瀚海来追溯这个事 仰不已。比如洋务运动时期的张骞，在南方建立了除通商口岸
情， 如果瀚海，可能判决瀚海输了的话，那瀚海才来跟 以外中国最早的自主建设的现代城市；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如

“谁在害怕批评
艺术市场？”

金只能连续发行五年以上，用明年的钱来还今年承诺的回
报。否则就要崩盘。然后用剩的钱来投资当代艺术作品。
可是问题在于不是所有的作品五年以后都必然能升值，即
使你武J和何聚X能搞定所有拍卖行，也没法再五年后把作
品卖掉变成钱。即使卖掉也不可能达到50％ （5年叠加的
回报率）。更何况这些作品全部上拍卖要花不少时间，周
期一长，市场生变，于是价格更低。
怎么办？

看官们看好了，这好戏还在后头呢
[407楼] guest 2008-06-29 02:42
朱老师近日正在学习吕教授两条核心观点：
观点一：“如果有一天刘小东、周春芽、曾梵志的作品从数
千万数百万掉到几十万甚至更低的水平，那不是中国艺术家
的失败，而只会是中国或者中国人的失败”
中心思想：拥护F4，拥护市场，没有F4中国艺术在国际上就站
不起来了，没有市场我们大家怎么活？
观点二：“当方力钧或者岳敏君的光头和嘻牙咧嘴的形象在
世界各地泛滥的时候，难道这不正是向全世界提示90年代初
的中国历史的机会吗？”

于是武J就再拉高价格的同时，把自己手头的新客户变成
民S银行的下家，新藏家为民S银行承诺的回报率买单。即
使如此还是不能消化掉这些作品。于是何聚X先生怂恿民
S银行收购YH美术馆，成立民S银行的当代美术馆。好卖
掉的作品都卖掉便成钱了，还给小部分还给基民，大部分
用于短线投资，归操作者。实在不好卖的作品，只能有民
S银行买单。但是民S银行也不傻，全部捐给美术馆，捐给
国家成为固定资产，自己也能免税。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国有资产的流失。
两月前21世纪经济报道暴光过民S银行的中国当代艺术基
金不符合中国证券法中，艺术品不能用做基金投资的事。
但是现在也没有了下文。其实查不到你们，这些所谓的投
资回报都是泡沫，早完都是要还的，只要一查到你们，全
是要掉脑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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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富元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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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只说F4呢，吕澎看到局势，迅速判断，根F4说，哥们，你们
都不太有文化，朱其也是个衰人，好弄。我写过史，我是高级
文化人，我帮哥几个出头。于是乎，F4说，你真仗义。这样吕
澎一方面塑造了形象，另一方面即使输了也没关系。最多只
是没帮上忙。最后倒霉的也不是他。而且还明确了后面有利
益群体的支持。朱其没有呀，吕澎从头到尾只是在骂朱其一
个人，没有扩大战火，这样朱其只是一个人的阵营，没人支持
他。吕澎是有具体到名字的人和利益群体的支持。吕澎怎么打
这仗他都市占便宜的。

www.heyshehui.com

中心思想：没有F4，我们哪有机会走向世界，没有了F4光头和
齿牙咧嘴，我们不知道要再等多少年才能被洋人知道。

[440楼] guest 2008-06-29 14:51
吕澎老师为了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做出了极大的牺
牲，历史一定不会忘记！
一当代艺术收藏爱好者

“高价做局论和恶炒日韩
能影响中国当代吗？”
[楼主]: 王法 2008-07-02 13:39 整理

关于保L集团、保L拍卖和保L艺术博物馆的事先。按下不
表。
关于保L集团、保L拍卖和夜场。艺术博物馆的事还有资
料要收集。目前得到的信息是，既夏军拿，阴着杨，刘小
东后，武J和何聚X的下个目标是罗中立。不信看今年明年
的拍卖，估计它们需要24个月左右完成这个动作。至于拉
到多高，不敢想。武J现在还有别的下线合作，比如田K，
（何聚X从淡B手上买下的十八罗汉最后转给了田K，然后
再五月香港拍卖，结果价也不高，但是却搞得沸沸扬扬，
田K灰头土脸），在比如房F的X空间和hi艺术也是武J的下
线。

“超级资料”

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已是新兴艺术市场中最热的板块，而摆
在各拍卖公司面前的现实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征件
比较困难。因此，从长远的发展战略上看，香港佳士得率
先抬高日韩当代艺术的价格标杆，也就为目前处于低价的
日韩当代艺术拉出了升值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无疑就掌
控了日韩当代艺术的未来市场价格。
2008年春拍过后，面对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卖结果，尤
其是某些“专家”对市场片面的分析，引起很多业外人士
对市场真实性的质疑。加上香港佳士得炒作日韩当代年轻
艺术家作品，将很多名不见经传的“80后”艺术家作品用
奇怪方式以数百万成交。这种现象对中国当代艺术是否有
直接的影响？雪灾、地震、藏独等不确定性因素，会不会
分散人们对当代艺术的注意力？

针对如上问题，特邀资深艺术市场专家赵旭、匡时国际拍
卖公司艺术总监尤永、北京世纪翰墨画廊负责人林松、艺
术品经纪人伍劲、北京空间负责人李苏桥、藏家淡泊等业
内人士，针对日韩兴起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是否存在
高价做局、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前景如何等目前业内外广
为关注的问题，从业内人士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艺术市场是投资避风港

艺术品的唯一性是稳定因素

中国当代艺术 “钱景”依然乐观

由于各方面原因，今年春拍不尽人意。于是，某知名艺术
批评家适时在博客中抛出的拍卖市场“高价做局论”赢得
了不少业外人士的喝彩。针对这个问题，率性的淡泊仅以
“他是神经病”作为回应。伍劲认为“他的文章欠调查，
资料也不充分。同时，市场评论性质的文章也不适合他
说。他作为学者，评论市场，有点远。”李苏桥表示“他
的文章只是臆想，没有论据，没有事实。他可以猜测，但
是他用非事实性的虚指的猜测去举证，是不对的。他很可
悲，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市场的真相？！”

但当被问及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前景时，赵旭、尤永、林
松、李苏桥、淡泊、伍劲都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一方
面，由雪灾、地震等不可抗拒力产生的不确定因素已经发
生，短时间内应该不会重复发生。随着灾后重建、经济恢
复，人们对未来经济信心指数的增加，对于依赖信心的艺
术市场而言，是个利好的消息。另一方面，从现在到秋拍
近四个月的时间内，对拍卖公司而言是个极好的调整期。
各拍卖公司必然会总结春拍的经验和教训，并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赵旭、尤永预计明年春拍就有可能回到正常
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艺术的复兴是与文化复兴、经济
复兴密切相关的。只要中国经济向前发展，艺术市场也会
随之继续发展。
“拍卖公司就是指挥棒，引导资本到最有利的地方。但是
资本是有觉悟的，如果指挥棒指错了地方，资本也会自动
调整。”
[沙发:1楼] guest 2008-07-02 13:52
转：
说道市场，黑暗的东西多了，多得可不是朱漆这脑子能想
像的。
比如，武J背后的金主，何聚X用民S 银行的名义发出了中
国当代艺术基金，承诺年回报率10％。但是艺术品的基本
价值规律是五年到十年才增殖，这样，何总的当代艺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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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ien Hirst
达米尔 •赫斯特
嘿乐乐 2006-09-22 14:26 整理

小时候，他被母亲看作是病态的古怪孩子；上学时，他的
成绩常常是D；青年时期，他吸毒、酗酒。然而，这一切
都不妨碍未到41岁的他成为当代最有名、最富有、最成功
的艺术家。

达米尔 •赫斯特1965年生于英国布里斯托尔，现在德文郡
居住。80年代末，达米尔 •赫斯特因成功地策划了几个影
响很大的展览而一举成名。他策划的“冰冻（Freeze）”
（1988）和“现代医学（Modern Medicine）”（1990）不
仅在英国艺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掀起了一场“新英国
美术”运动。作为一个艺术家，达米尔 •赫斯特从不让自
己束缚在传统的艺术家形象之中。他制作过商业音乐录
像，开过饭馆，也创作过流行音乐。他将探索生命、疾病
与死亡的关系作为其绘画与雕塑创作的主旨。极少主义和
波普艺术的融合与渗透成为他装置艺术的风格，他的作品
常给人以冰冷的感觉。例如，他将一条死鲨鱼切割开后分
别泡在装满福尔马林溶液的玻璃箱中，很像是自然博物馆
的陈列品。他为作品写了一个极为矛盾的标题：“有生命
的思想对死亡的无能为力”。在他的装置作品中经常可看
到整整齐齐码放着药瓶的药柜，还有码放着各种器具的玻
璃柜。生命与死亡、健康与疾病的主题张扬在整齐而冰冷
的药柜之间，生与死近在咫尺。在1990年创作的“一千年
（A Thousand Year）”中，我们看到无数只苍蝇在疯狂地
咬噬着一头死母牛，这是对生命食物链的隐喻。除了装置
以外，达米尔 •赫斯特还创作抽象绘画作品，他的这类作
品的风格也并不十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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