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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市场在2012年遭遇寒流， 跌出

了世界最大艺术品市场的头号交椅， 而中国

成为这个“第一”也才仅仅一年。在荷兰马斯

特里赫特举办的世界最顶级艺术盛事———欧

洲古董与艺术博览会（T EFA F）上，艺术经济

学创始人克莱尔·麦克安德鲁博士向大家解

读了由她撰写的《2013年T EFA F全球艺术品

市场报告》， 并揭示了2012年全球艺术市场

的变化和洗牌。

全球市场：美国重回世界第一

报告提到， 全球经济增速减缓以及持续

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2012年的全球艺术品

市场销售额下滑7% ， 总额约430亿欧元。2012

年全球交易次数明显下降，仅为3550万次，这

比起2007年的市场繁荣的最高值低了30% 。其

中， 导致全球销售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

国市场下降了24% ，总量为106亿欧元。幸好，

美国的艺术品市场抵消了中国市场的衰退，

2012年增长5% ，成交额达142亿欧元。

2012年全球艺术品市场的格局重新洗

牌，美国以33%的市场占有率重回头把交椅；

而中国的市场份额降至25% ，位居第二；英国

继续位列第三，占有份额23% 。

中国市场：三年里首次减速

此前，中国艺术市场的增长势头一直是全

世界最为强劲的，也是全球最为重要的潜力市

场，不论从国内销售数据或者对于国际买家的

重要性来看。经过两年的显著增长后，中国的

艺术市场在过去三年里第一次开始了减速。

麦克安德鲁博士认为， 减速的原因主要

有两方面，一个是需求方面，经济有所影响；

另一个方面是高品质高价格的艺术品在市场

上流通得越来越少。此外，许多艺术基金和其

他带有投机性质的投资人在去年减少了在艺

术市场上的参与度。

中国艺术市场的销售渠道主要分为三

类：最重要的一类是拍卖公司，占到市场份额

的70% ；其次是画廊和艺术经纪人，占到28% ，

剩下的2%的销售由艺术家本人售出。

中国藏家：买西方艺术品的很少

即使是最老练的中国藏家也只收藏了很

少一部分非常知名的

（以现代为主）

外国艺术

家的作品。一些报道指出，收藏国外的作品也

是因为“着眼于未来”，而且是丰富自己的收

藏体系，“从不同的文化里拓广兴趣”。 有专

家分析， 真正收藏西方艺术品的大藏家在中

国内地也只有30余人。但是，中国藏家在过去

五年来越来越频繁地露面于国际拍卖行，占

到了大拍卖行客户比例的10% ~20% 。不过，这

个比例在2012年平均下滑了3个点。

一个有着30年收藏经验的藏家表示：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没有足够多的画

廊和大型的艺术博览会。因此，很大一部分交

易情况就没法用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定价或者

对艺术品进行评估。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

要么从艺术家手里直接拿画

（价格可能会稍

微便宜点）

；要么就从拍卖公司去竞拍，至少

你有之前的拍卖价格可供参考。”

此外， 艺术经纪人提到， 从许多情况来

看，中国藏家并不会特别忠于某一家画廊，他

们和西方藏家相比，喜欢多选多逛。而艺术家

一方面通过画廊卖画， 一方面也在直接卖给

藏家。 造成这两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

画廊角色的清楚认识。一个经纪人表示，除开

传统画廊的作用，在中国特别是当代这块，画

廊甚至扮演了博物馆的角色。

（杨筱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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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向晨晨

艺术是一种表达方式， 表达者通过它

来表达自己的生存体验和文化认知。 在当

代艺术的语境中， 如果表达者宣称自己是

“艺术家”，宣称自己的表达是“艺术作品”，

并在艺术传播渠道里展示， 这时他的表达

就可能被受众视为艺术作品。 如果他所要

表达的生存体验和文化认知获得受众的认

同，而且他的表达方式被受众认为是准确、

到位的，他所宣称的“艺术家”身份和“艺术

作品”，就可能获得赞赏、推崇。

“人人都是艺术家”是当代艺术的重要

理念，这种话语的提出，一方面是想取消艺

术与生活的差别；另一方面，也与降低艺术

表达方式的技术难度是直接相关的。最初，

杜尚等达达派艺术家的方式是： 将日常生

活中的物品、行为等放入艺术情境中，让它

们成为“艺术作品”。这里，主要是智慧的观

念而不是技术难度让艺术家能够充当 “点

石成金”者。这也是装置、行为在日后盛行

的观念铺垫。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视像、

声音等的生产变得越来越容易， 也越来越

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普及。 这时，“人人都

是艺术家”不仅在观念上可行，在技术上也

越来越实现了。在当下，精彩的视像、声音、

文字等被大量的“非艺术家”们生产出来，

其中体现出的多元视角和观点， 越来越充

分、顺畅地体现出各种不同身份、职业的人

的智慧。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这是积极的、

乐观的；从“职业艺术家”的角度看，则形成

了越来越多的冲击和尴尬———“人人都是

艺术家”，意味着“职业艺术家”和“非艺术

家”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要成为佼佼者的

难度越来越高。

面对这种冲击，“职业艺术家” 们为了

拉大自己与“非艺术家”们的差异度，会有

不同选择：

1

、 选择具有较高技术难度的艺

术表达方式。

2

、提高自己体验的敏锐度、思

考的深刻度和创造性。第一种选择，是“挟

技自重”，其实是一种回避。有些艺术家把

它表述为“我热爱绘画、雕塑……胜过热爱

艺术”。以“不可复制性”作为提升市场价值

的重要因素， 是艺术市场中一直沿袭至今

的，强调“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当代艺术，在

面对市场时也往往按这种古老的方式来操

作。但从艺术对人的体验、思维等的启发来

说，第二种选择才是更有价值的，也是更纯

粹的。这对“艺术家”的能力是更大的考验：

除了“艺术”，你还能做什么？

2007

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巅峰之

年，外资艺术机构、画廊相继进入，阿特塞

帝、昌阿特、阿拉里奥等画廊作为韩系画廊

的佼佼者开始扎堆入驻。其中，阿拉里奥画

廊的影响力最大， 该画廊的创始人是韩国

商人、世界排名前

50

的收藏家金昌一先生。

2005

年， 阿拉里奥于中国北京成立它的第

一家分支，建筑面积

2290

平方米，最初拥有

三个展览空间。 这为中国的艺术家提供了

举办博物馆级展览的机会。好景不长，金融

危机之后韩系画廊低调了许多，昌阿特、阿

特塞帝相继离去，

2013

年伊始，本以为要进

驻

798

艺术区的阿拉里奥画廊，也最终选择

撤离中国。 韩系画廊缘何退出中国艺术品

市场？人们开始反思现象背后的种种原因。

对韩系画廊集体中国“退市”的现象，

艺评人陈晓峰认为： 在北京建立辐射亚洲

和欧美的艺术市场， 这种画廊战略从一开

始可能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北京空间的

李苏桥认为， 成本与资源是外资画廊在国

内的最大困难。比如草场地、

798

，租金一直

在增长，员工的工资也是增加的，这样就造

成了经营规模和运营成本的增加， 这是给

画廊带来的第一个困难。

说起北京阿拉里奥撤离的原因，阿拉

里奥画廊的复负责人金秀炫解释说，年初

的时候，阿拉里奥画廊总部决定减少分店

的数量， 在市场好的时候再作新的打算。

此外，总部在韩国有计划做美术馆，也是

撤离原因之一。金秀炫表示，租金的问题、

运营高成本、高人工成本，不是主要的原

因。“金融危机以来艺术市场一直没有恢

复。画廊一直在做大牌艺术家，现在大牌

艺术家这个时代已经结束，青年艺术家的

发展还需要时间等待。要支撑这个过程就

显得很艰难。”

全球艺术品交易下滑 因中国市场拖了后腿？

安迪·沃霍尔（1928~1987年）

打破“稀缺作品价值高”的惯例

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安迪·沃霍尔

的作品每隔十年就有改变， 而其价格与受欢

迎程度也屡屡刷新。在A rtprice发布的2012全

球拍卖额前500名艺术家的排名中， 安迪·沃

霍尔以超过3.29亿美元的总成交额位居榜

首。而在今年年初，另一家市场分析数据提供

商A rtnet网站公布的2012年艺术家作品年度

成交额的排名中，安迪·沃霍尔作品年度成交

额3.803亿美元，同样是位居第一。

“拍卖市场上，当代艺术仍是一股动态

的力量。” 花旗私人银行艺术咨询与金融部

门的高级顾问乔纳森·P·宾斯托克在一次采

访中说，“拍卖市场的选择性是多样的，但焦

点却常常集中在个别艺术家的作品上。 正是

由于市场对沃霍尔和里希特的认可， 这两位

艺术家才取得了如此不俗的成绩。”

安迪·沃霍尔与萨尔瓦多·达利和巴勃

罗·毕加索一样，都打破了“越是稀缺的作

品价值越高”的惯常说法。具有广告从业背

景的他执行着“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创作

策略，作品数量达到40多万件，比毕加索的

作品数量多出10倍左右。这位波普艺术之王

在拍卖市场上的辉煌表现是该艺术流派中

任何其他艺术家的拍卖纪录都无法比拟

的。

2012年，安迪·沃霍尔在拍卖市场上共实

现了3.295亿美元的拍卖收入

（不含手续费，

比

2011

年多出

400

万美元）

， 并凭借出神入化

的创作技巧在波普艺术作品的十佳拍卖纪录

排行榜上一人独揽7个席位。《Statue�of�Lib-

erty》

（

1962

年）

是该艺术家在2012年度拍价

最高的作品，3900万美元的成交价格超过了

所有预期， 这件作品也是沃霍尔最著名的作

品之一，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让人得以领略未

来的3D 科技，佩戴特制的眼镜观赏时便能看

出它的立体效果。

格哈德·里希特（1932年~�）

频繁报道激发了市场的热情

现已80岁高龄的德国艺术家里希特，成

为全球拍卖成绩最佳的在世艺术家。 最近一

年以来， 里希特的作品成了拍场热烈追逐的

对象，他的作品价格在拍场也迅速飙升，也让

收藏他作品的藏家都成了市场的大赢家。去

年10月，传奇摇滚乐手埃里克·克莱普顿收藏

的里希特1994年创作的一幅抽象画， 在苏富

比当代艺术拍卖之夜创下了3040万美元的高

价， 也是里希特成绩飞跃如此之快的最大帮

助。这件《抽象画(809-4)》在拍卖之前的最

高估价是2000万美元， 当时已经觉得是相当

高的一个估价，没想到，结果价格超出更多。

克莱普顿在2001年花了约200万美元买下了

这件作品， 这次超有眼光的投资让他成了拍

场大赢家。

这样一件作品为何能拍出如此高的价格

呢？业内分析指出，他的晚期抽象作品更成了

藏家们追逐的对象， 那些浓墨重彩的抽象画

总是能非常完美和有品位的与室内设计吻合

起来，而且里希特已经80岁了，市场已经意识

到他将不会再画多少作品出来了。

据透露， 俄罗斯的亿万富翁藏家阿布也

是里希特的爱好者，他曾经在2008年，以1520

万美元买下了里希特的一件作品，因此，有人

猜测， 这次里希特的这件作品也有可能被某

位俄罗斯买家买下。

里希特在2011年全球最畅销艺术家排行

榜上排名第八， 随后又凭借36件拍价超过百

万美元的作品登上了2012年度最畅销西方艺

术家的季军宝座。在短短一年之内，这位德国

艺术家就数度刷新了先前的拍价纪录

（于

2008

年创下，约合

1400

万美元）

。其作品价格

的迅速增长与拍卖行对战略时机的精确把握

密切相关。 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9月期间，

名为“Panoram a”的里希特大型作品回顾展

先后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 柏林新国家美

术馆和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行， 就连巴黎

卢浮宫博物馆也加入了这股里希特的热潮，

专为该艺术家举办了“1957至2005年的素描

和纸上作品展”。 有关该艺术家的频繁报道

激发了拍卖现场的空前热情。

“Panoram a”大型作品回顾展在泰特现

代美术馆开幕一周之后， 里希特的作品就在

伦敦创下了2011年的首个最高拍价纪录，

《K erze》于2011年10月14日在佳士得拍卖行

以930万英镑元的价格成交。 面对这项纪录，

里希特认为 “难以理解”， 但在随后的数月

中， 这项纪录又被数度刷新。2012年10月12

日， 他仅凭一件绘画作品 《A bstraktes�Bild�

(809-4)》就为一场享有盛誉的苏富比拍卖会

带来了不少于一半的销售收入。

中国近现代艺术大师

成中国高端艺术品市场翘楚

A rtprice数据显示，中国绘画艺术

（包括

中国书画、油画及当代艺术）

一直是艺术品

市场的主流品类，2012年总成交额为50.68亿

美元，占59.93% 的市场份额。而年度中国绘

画作品销售总额

（不含佣金）

排名前十的艺

术家榜单中， 其中有9个席位被中国近现代

艺术大师占据，其中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

以2.872亿美元至1.758亿美元的年度成交总

额位列三甲。

在2012年全球拍卖额前500名艺术家的

排名榜单中，2011年登拍卖交易额榜首的张

大千在2012年总拍卖额为2.87亿美元， 位列

榜单第二；徐悲鸿凭总拍卖额1.758亿美元名

列第六名； 位列第七名的艺术家李可染全年

拍卖额1.668亿美元，交易额较前一年有所上

升，他的《万山红遍》2012年拍出4400万美元

高价， 成为全年市场中价格最高的中国艺术

品，总拍卖额第十名是中国艺术家傅抱石，全

年交易额1.521亿美元。

而从榜单中也不难看出， 除去那些熟悉

又遥远的艺术大师之外， 榜单中更引人注目

的是在世艺术家的排名。80岁的格哈德·里希

特之后，紧跟其后的便是中国艺术家范曾、何

家英等， 中国当代艺术家周春芽以超过3200

万美元的总成交额位居第7， 接着是曾梵志、

孙其峰。很明显，在前10名在世艺术家的榜单

中，中国艺术家超过了半数，达到了7位之多。

10名之后，张晓刚位列第14位；罗中立排在18

位；方力钧位列第36位；刘小东位列第99位。

Artprice发布2012年全球成交总额前500名艺术家排名

密集展览激发拍场热情

里希特成“贵圈”在世艺术家第一

2013年全球艺术品拍卖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春拍阶段，在新一年全球拍卖

额高低未知的期待感中，2012年的结算和排名似乎成为了最有力的风向标。 继1

月，市场分析数据提供商Artnet网站公布了2012年艺术家作品年度成交额之后，

近日， 国外艺术市场监测网站Artprice再度发布了2012年全球拍卖额前500名

艺术家的排名。

在这份名单中，安迪·沃霍尔以超过3.29亿美元的总成交额位居榜首，中国

艺术家张大千以超过2.87亿美元的总成交额位列第二， 艺术大师毕加索则以超

过2.86亿美元的总成交额排在第三位。

除去这些熟悉又遥远的艺术大师之外， 榜单中更引人注目的是全球在世艺

术家的排名，德国艺术家80岁高龄的格哈德·里希特位居榜首，而在前10名中，

中国艺术家占据7位之多。水墨艺术家范曾、何家英分别位列第4、5位；刚刚完成

新作的当代艺术家周春芽也位列第7。

除了“艺术”，

你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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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市场分析

韩系画廊

缘何退出中国艺术市场

文

/

艺术市场研究中心 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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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希特的晚期抽象作

品成了藏家们追逐的对象，那

些浓墨重彩的抽象画总是能非

常完美和有品位的与室内设计

吻合起来， 而且里希特已经

80

岁了， 市场已经意识到他将不

会再画多少作品出来了。

� � 荨

安迪·沃霍尔打破了

“越是稀缺的作品价值越高 ”

的惯常说法。具有广告从业背

景的他执行着 “重复 、重复再

重复 ”的创作策略 。这位波普

艺术之王在拍卖市场上的辉

煌表现是该艺术流派中任何

其他艺术家的拍卖纪录都无

法比拟的。

安迪·沃霍尔格哈德·里希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