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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殷晗 陈沐

7月15日，经过一天的火爆竞拍，荣宝斋
（桂林）2018年长沙春拍以6700万元 (人民币)
的总成交额在长沙温德姆豪廷大酒店落槌，
成交率达75%。本次拍卖由荣宝斋(桂林)拍卖
有限公司主办， 联合利国文交所和湖南省文
物总店协办。 全国一线拍卖品牌首次入湘，创
下湖南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新纪录。 多位业内人
士表示， 此次拍卖激活了湖南的文物艺术品交
易市场。湖南文化资源丰富，未来可期。

成交率75%，非常亮眼的成绩
“可喜可贺！首次试水，许多人还在观望，

成交率能达到60%就已难能可贵，75%是非常
亮眼的成绩。这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判断：湖
南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潜力巨大。 可以毫无
疑问地说， 此次拍卖开创了湖南高端拍卖的
先河， 为拓展湖南文物艺术品市场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广州艺术品行业商会常务副会
长、秘书长严君云赞叹连连。

良好的形势在7月13日至14日举行的拍
卖预展中就有显露。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
藏家都是有备而来，组团“夺”宝。来自广西桂
林的陈先生和他的团队共有30多人， 经常参
加国内一线城市举行的拍卖会， 在预展中相
中100多件拍品。

当天的拍卖会从上午10时开始， 能容纳
200多人的拍卖大厅座无虚席， 此后不断加
座，甚至有爱好者拄拐前来。有数十年从业经
验，刚“从国内一线品牌拍卖会转了一圈”的
严君云告诉记者，这已属于中上等规模，可谓
“人气旺盛”。

拍卖会共征集到603件拍品，设置了中国
书画和文玩清韵两个专场。其中，中国书画专
场参与竞拍藏品390件，包括齐白石、黄永玉、
李可染、何绍基等大批名家的字画；文玩清韵
专场参与竞拍藏品213件，大多数是来自各地
文物商店的旧藏，带有文物商店旧标或火漆，

来源可靠，传承有序。严君云评价：“湖南文化
名家云集，拍品丰富。这是一次文化盛宴。”

“352号拍品，齐白石《双寿图》，350万元
起拍。350万元、380万元、400万元、420万元、
430万元，这位先生，你的报价425万元被抢拍
了，需要再加价……”台上，拍卖师连珠炮式
地报出竞价。台下，场内、场外众买家摩拳擦
掌，表面不动声色，举牌动作低调斯文，实则
火力全开，竞争激烈。

多件拍品迅速被买家“拿下”。文玩清韵
专场首件青花飞龙缠枝盖罐即以38万元成
交；清雍正时期的仿官釉贯耳瓶以260万元的
成交价，成为该专场成交价最高的拍品。中国
书画专场更加火爆，齐白石的6幅画作成为本
场拍卖会的重头戏；林墉、钟增亚合作创作的
巨幅人物画作《胜利属于高举跃进红旗的人
们》首次在市场上露面，经过6轮竞拍，最终以
290万元的高价成交；李可染的《牧牛图》以80
万元成交……大量湖湘名人书画作品受到藏
家喜爱，成交率可观。

“我们奔着齐白石的画作而来，没想到价
格上涨如此迅速，都来不及出手。不过，我们
委托的拍品都拍出去了， 价格符合期待。”湖
南本土藏家张女士一行6人，专门从事文物艺
术品经营。她告诉记者，此次“荣宝斋”入湘，
业内都很看好，吸引了很多高端买家和卖家。

上海文物商店代表王勤首次来湖南参加拍
卖会，他们拿出了多件旧藏委托拍卖。她对此次
拍卖很满意：“人气很旺，比预想的还要好。”

征集一幅画作，7次登门
“湖南文化产权交易行业在全国起步较

早，联合利国文交所于2011年成立。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等的变化， 整个行业都在
面临商业模式的调整和转型。 湖南是文博大
省， 但文物艺术品拍卖一直是湖南艺术品产
业市场的一块短板， 权威的品牌拍卖机构较

少，精品和藏家外流的现象比较严重。联合利
国文交所是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企业，
我们希望通过引入一线拍卖品牌， 填补湖南
没有高规格大型拍卖机构的空白， 激发市场
活力，引入更多的投资者，发掘湖南艺术家的
市场价值，把更多湖湘艺术家推向全国，推向
世界。”联合利国文交所总经理彭楚舒告诉记
者，这便是举办此次拍卖会的初衷。

荣宝斋是有300多年历史的文化央企，藏
品广泛，精品迭出，有“书画家之家”和“民间
故宫”的美誉。于是，联合利国文交所携手湖
南省文物总店， 向与湖南地域相近的荣宝斋
(桂林)拍卖有限公司寻求合作。

“基于对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湖南省文
物总店两家实力国有单位的信任， 看重湖南
市场的潜力，荣宝斋与我们的洽谈非常顺利，
很快就确定了合作事宜。” 彭楚舒说，2017年
11月启动拍品征集后，社会反响热烈，许多藏
家主动送来藏品。

为了保证拍卖会的品质，彭楚舒与湖南省
文物总店总经理郭学仁牵头组成拍品征集团
队， 走访全国各地文物商店与收藏家。“所有
拍品都是我们一件一件征集来的， 太艰难
了。”回忆起征集之路，彭楚舒记忆犹新。

湖南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基础薄弱，一
开始，许多一线藏家都是拒绝的。但拍品征集
团队不气馁。为了征集到一幅画作，拍品征集
人员7次登门，终于打动了画家的家属。时间
紧迫，他们曾经在1天之内跑了南京、上海、扬
州3个城市。 许多藏家三番五次到长沙考察，
才确定委托拍卖。

最终，拍品征集人员征集到上千件藏品，
甄选出603件精品参与拍卖。

构建具有湖湘特色的拍卖市场
“2010年到2012年是中国文物艺术品拍

卖的‘亿元时代’，一场大观夜拍，总有几件拍

品单件成交价突破亿元。这以后，市场逐步趋
向理性，人们不再单纯追逐一线名人作品，更
倾向于购买价格相当的二三线精品。”严君云
说，此次拍卖结果正体现了这一趋势。在这种
趋势下，价格泡沫会逐渐减少，拍品将回归其
应有的价值，性价比更高。

究其原因，严君云认为，是人们的文化艺
术修养提高了。 他说：“外界往往只关注拍卖
的高额成交价格，但是想要参与进来，专业知
识、经济实力、对市场的认知、判断能力一个
都不能少， 势必要对文化和艺术领域倾注时
间与精力。构建良好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
对文化产业发展和国民素质提升都有好处。”

“场内、场外竞争激烈，最重要的拍品都
成功拍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荣宝斋（桂
林）拍卖有限公司书画部经理刘研表示，今年
底， 该公司将继续携手联合利国文交所与湖
南省文物总店，在长沙举办秋拍，征集活动即
将启动。

“让我们惊喜的是，原本没作为重点拍品
的当代字画很受欢迎。 尤其是当代湖南书画
家的作品，很多的价格翻了好几倍。”刘研说，
秋拍将根据这一特点， 深挖湖南本土名家字
画资源。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卖家和买家， 他们
都表示对秋拍充满期待，会再次参加。

“这次拍卖结果显示，长沙后劲十足。拍
卖会作为二级市场，信息量大、来源广，将取
代点对点交易的一级市场， 成为文物艺术品
交易市场的航向标， 发挥定价和规范市场的
作用。”严君云认为，长沙一级市场根基深厚，
有湖南省文物总店、 联合利国文交所和颇具
规模的古玩城、古玩街，为发展二级市场提供
了很好的基础。他建议，通过专业大型机构，
组织业内行家规范有序运作，细分买家市场，
找准拍卖切入点。同时，深挖湖湘文化资源，
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拍卖市场。

全国一线拍卖品牌首次入湘，创下湖南文物艺术品拍卖新纪录———

长沙春拍激活湖南市场

� � � � 7月15日上午，荣宝斋（桂林）2018长沙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开拍，两个专场600余件拍品
正式举槌拍卖。图为拍卖会现场。 童迪 傅聪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