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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市场
无论是中国市场还是西方市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欲望都在不断增长

中国观察

2014年 4 月 8 日， 星 期

二，一件“明成化斗

彩鸡缸杯”在香港苏富比拍出 2.81

亿港元（3900 万美元）的价格，刷

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的纪录。自

2008 年以来，一直有预言警示中国

艺术市场将要崩溃，此次拍卖成交后，

相关预言不攻自破。

鸡缸杯和之前的拍卖纪录保持

者——此前在香港苏富比以 2.36 亿

港元（3040 万美元）成交的一尊青

铜佛像，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地位不

容小觑。在周二的同一拍卖会上，当

代画家张晓刚的作品在五个主要竞拍

者的激烈角逐之后，最终以 9420 万

港元成交，刷新了张晓刚的个人世界

拍卖纪录。

香港苏富比拍卖的第二天，崔

如琢——另一位当代画家，在保利香

港拍卖中也刷新了纪录。这幅题为《丹

枫白雪》的水墨画，扣除费用后以 1.84

亿港元（2370 万美元）成交。

当代艺术在艺术销售量中虽然

只占较少部分，但却是一个增长快速

的市场。从 2013 年春天到当年 11

月，中国当代艺术的拍卖销售额增

长了 76%。

上个月，军械库艺术博览会在

纽约举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

览会之一，本次主题为“聚焦：中国”，

策展人为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

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他是为数

不多的致力于当代艺术的公益展览人

士。前卫艺术至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在中国出现，但田霏宇认为，现在

的潮流是第二波。

此次挑选出的 17 家画廊的作品，

在北京都是核心作品，从未在亚洲之

外的地方展览过。这些作品的主题为

“ON/OFF 一代”，指的是在多重性

与临界性的当代世界，在各种艺术制

度、话语、潮流与观念之间，保持着

一种可随时切换的临界状态。该灵感

来自于可以用来翻越防火墙的 VPN

（虚拟个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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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械库艺博会上，人们很难

猜测中国作品的意思——也许只有一

个毛泽东的画像，以及其他一些代表

“中国印象”的符号。无论是中国市

场还是西方市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

欲望都在不断增长。一种创作和鉴赏

的文化已经建立，这在很大程度上归

功于艺术家自己。

艺术和商业的交汇点 ：徐震
与没顶公司

军械库艺术展组委会每年都会

邀请一位艺术家，作为当年艺术展的

灵魂人物，这次受邀的委托艺术家是

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标志性人物之

一—徐震。徐震 2009 年创建了没

顶公司，素有“概念的变色龙”之名，

幽默并多产，很好地解决了艺术和商

业结合的问题。

在 2007 年的作品《香格纳超市》

中，徐震按照原比例在现场复制了一

个上海便利商店，货架上摆满了被抽

空的包装，标价售卖的只是徒有其表

的外壳。徐震毫无疑问是在世的中国

艺术家中最令人激动的一位，当然也

是最具争议的艺术家之一。他怀疑一

个人的艺术认同感与一个人的地理和

文化环境是否相关，他通过作品《看

见自己的眼睛：中东当代艺术展》( 一

个充斥着虚构的中东艺术家作品的

“群展”) 来展现自己的思考。

自 2009 年以来，徐震为没顶公

司创作了很多作品。“没顶”这一令

人费解的名字，轻松地表达了许多西

方艺术家不愿意承认的一种关系，即

他们最后只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品牌而

工作，但许多艺术生产是需要合作的。 

徐 震 1996 年 毕 业 于 上 海 工 艺

美术学校，他的艺术生涯晚于第一

批被称为“85 人”的中国当代艺术

家。那个时候，拍卖市场的纪录仍然

是一个遥远的梦，政府还没有提出

到 2015 年要升级旧的博物馆、建设

3500 个新博物馆的说法，画廊更是

少之又少。在 1998 年，徐震作为联

合发起人之一创办了独立的非营利机

构比翼艺术中心，是上海第一家同类

型艺术空间。这个“实验室”为年轻

的上海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通过平

面设计、艺术广告和其他商业服务自

负盈亏。这是一种从先行者到时髦艺

术、广告的企业方式，就像现在的“新

茶锋潮”一样。

随着比翼艺术中心、没顶公司

和其他企业的出现，徐震在艺术家、

企业家、投资者和经纪人等多重角色

间互相转换，有时候还要分饰多角。

徐震曾因被称为中国艺术家而感到愤

怒（他说，“中国艺术家的称号是侮

辱性的，世界艺术家的称号也是侮辱

性的”），但是他作为艺术家的行为方

式，反映了中国九十年代的市场机制。

在没有画廊和博物馆，也没有赞助商

和管理、批评制度的时候，艺术家不

得不为自己创造展出空间、寻找赞助

人。他们不得不从事一些被西方艺术

家看作是出卖自己的事情。现在，中

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市场有了良好发

展，可以说这种成功要部分归功于中

国艺术家愿意承担中间角色和财务责

任。

中国艺术市场的结构性不足

中国艺术的繁荣，部分归功于

中国政府试图把中国打造成国际艺术

中心。政府的努力主要体现在硬件方

面，包括建造新的博物馆、改造旧

的博物馆，建立政府资助的拍卖行保

利，允许佳士得和苏富比在中国开展

拍卖，同时限制他们的业务范围（这

两家国外拍卖行都不允许在大陆拍卖

古董）。然而，拍卖行的成功掩饰了

现存的问题。最为人熟知的问题是持

续欠账以及造假，这对传统艺术和古

董的伤害往往更大。

拍卖行的确控制了中国艺术市

场的超大份额，也承担了教育功能。

虽然中国大陆受众对艺术具有浓厚兴

趣，但中国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画廊、

博物馆和教育项目。画廊角色功能发

育不全，有很多私人销售展览，其中

的中间结构和交易机构界限模糊。

中国的艺术体系还受到诸如进

口税收和外汇管理等因素的阻碍，而

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就不受这些问题的

影响。就像佳士得亚洲公司执行副总

裁戴瑞·威克多姆说的，一张拍卖发

票就反映出中国买家并不熟悉拍卖的

法律知识。

虽然中国每年新开将近 100 家博

物馆，但并没有足够的金钱和资源长

期维持。没有公共宣传和教育等软件

设施，画展很难找到赞助人，很难举

办严肃展出，也很难独立地维持下去。

许多展出机构发现，有时会因为资金

原因牺牲策展决定。所以，中国市场

对当代艺术的口味依然追随西方。

艺术为当代中国人提供投资
选择

今天，中国艺术家的价值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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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前辈大不相同，画毛泽东的那一

代艺术家渐渐退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波潮流发生在

1978 年至 1989 年之间，也就是中国

改革开放初期。就像在军械库艺术博

览会中的一位艺术家说的 ：“艺术就

是一个职业。现在没有反对这个观点

的人。上一代艺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但是我不认为这些经验能够传承到我

们这一代。当你把整个系统当做你的

敌人时，作为个人，转换认同观点还

是很容易的。”徐震和他们的朋友们，

在毛泽东时代还没有出生。他们感受

不到历史的负责，也没有刻画、描述

敌人的意愿。他们很坦然地为了谋生

而从事艺术。

在西方，我们倾向于把任何艺

术形式的商业化看作是肮脏或腐败

的。但是在中国，一个市场的存在把

所有形式的活动都掩盖了。就像尤伦

斯中心的美国主任田霏宇所讲 ：“如果

人们只顾挣钱，他们就不会有什么别的

成就。”田霏宇认为，中国市场大量资

金的存在，有力证明了政治并不总是重

要的——禁品并不是一个好的投资。

田霏宇感到，外国买家现在对

于很快就被标识为“中国艺术”的东

西感到恶心，并且慢慢发现，除了艾

未未，还有一些一直在默默工作的艺

术家。这些艺术家戏谑地挖掘中国艺

术的外缘概念，并且质疑中国艺术作

为一个艺术风格的准确性。看看中国

游人在海外的坏名声，徐震曾伪造自

己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并且在视

频中在一个假的峰顶旁边的“征途”。

虽然徐震嘲笑中国特色艺术的概念，

但他也承认其美好的市场前景。军械

库艺博会不是唯一将目光投向中国当

代艺术的国际艺术展览。大都会艺术

博物馆正首次大型展出中国当代艺

术。古根海姆博物馆于 2013 年 4 月

宣布，将中国当代艺术加入其永久收

藏系列。在威尼斯双年展，大约有

350 件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这些很可能表明，中国艺术正

在进入一个新的成熟期。当代艺术不

太受制于造价（活着的艺术家很容易

鉴定自己的作品），不太会被“优雅

的贿赂”挟持，而且一般更能够吸引

严肃的鉴赏家和收藏家。来自严肃博

物馆和画展的国际关注，也能够促进

拍卖成交，促进赞助的发展。归功于

中国政府的努力，中国的艺术市场也

逐步具备了“硬件”条件。由于艺术

家自身的才华和企业的敏感性，“软

件”也逐渐跟上来了。

（作者分别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

研究员。本文由《中国经济报告》编

辑王艺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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