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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01

2014 年春拍设“关黎”专场

广东崇正 2014 年春季拍卖会推出“岭南双擘——关山月、黎雄才书画

精品”专场，该专场共征集关、黎精品四十余件，不少拍品为画家重要

画集出版著录，或经画家家属确认，大部分为首次在市场露面。
关山月（1912-2000）

黎雄才 (1910-2001)黎雄才 苍松双寿图 

关山月 戈壁绿洲  

2014/04/17

2014 年春拍设“大千毫发·张大千书画”专场

是日总经理许习文先生透露，首拍将推出国宝级学者“陈垣手稿”上拍，可与匡时的梁启超档案相媲美。此批珍贵资料公

开亮相后，吸引了不少藏家与机构前来了解，其中还包括中山图书馆相关领导。 

该批著作及稿本是现存公收藏之外，数量最大，保存最完整，并经过科学整理、分类的稿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

价值，它的征集也是广东崇正秉承学术引领市场这一宗旨的一个大手笔。

张大千   荷花   1977 年

民国名厨苟生荣上款作品

张大千与张群赏荷 张大千印章

张大千   山水   1977 年
民国名厨苟生荣上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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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22

2014 春拍之港媒老报人
的朝花夕拾

广东崇正 2014 年春拍推出香港《文汇报》、《大公报》

等港媒老报人吴羊璧、曾敏之、王家帧、金尧如、林霭民、

李侠文 6 位卓有名望的老报人 200 多件旧藏书画精品将

首次与大陆藏家见面。

2014/04/25

方楚雄师生捐献佳作救助孤
残儿童

为救助孤残儿童，著名花鸟画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方楚雄、

林淑然伉俪与方楚雄的多位学生，包括陈天硕、杜宁、许晓彬、

佘艺、许敦平、吴彩皓、郑阿湃、罗玉鑫、曾春平等 20 多名

岭南中青年知名画家共捐献 25 件精选作品，委托广东崇正拍

卖，拍卖所得将全部捐献给“广东宋庆龄基金会救助孤残儿童

基金”，用于孤残儿童的医疗和救护。方楚雄师生这一慈善义

举将持续 5 年，他们将每年捐献 25 件精品，委托崇正拍卖。

为支持方楚雄师生的慈善义举，广东崇正将无偿提供这批捐献

作品的图录印制、书画作品的做框、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的宣

传推广、东方宾馆场地展览、拍后作品的寄送运输以及作品的

安全保险等全部费用。

方楚雄作品

2014/05/12

首辟油画、版画、雕塑及广东
当代艺术专场

2014 年春拍，广东崇正首个油画、版画、雕塑专场可堪称精品荟萃：

作为 20 世纪表现绘画大师有苏天赐的《霜晨》，抽象派大师赵无极

和朱德群的限量瓷盘作品也将亮相本专场；广东当代艺术专场也集中

了 85 思潮以来广东的代表性艺术家，及新晋艺术家的作品。

2014/05/16

飨当代书画盛宴

广东崇正 2014 年春季拍卖会设“新韵·中国当代书画”专场，中国

当代名家书画群贤毕至，200 余件当代名家精品，大部分参加过重要

展览，何家英、刘大为、魏紫熙、王西京，田黎明、范扬、史国良、

喻继高、崔振宽等重要当代名家均有代表性作品参拍。

何家英 人体

邓箭今 夕阳为什么让我们如此美丽 No.15苏天赐  霜晨

“新韵·中国当代书画”专场作品大多数出版于《中国当
代名家作品珠海邀请展》（珠海出版社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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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1

崇正春拍淄博巡展

广东崇正 2014 年春季拍卖会精品展顺利抵达著名诗人王渔洋的故里，号称

“邹鲁之邦”的山东淄博桓台，在桓台文化体育中心天承书画城四楼举行

为期两天的春拍精品山东巡展。明代大家傅山、张瑞图、王铎、沈周的精品，

近现代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等大师的力作，

以及刘大为、魏紫熙、何家英等当代名家的佳构，均在此次精品展上亮相。

2014/05/24

崇正春拍郑州巡展

广东崇正 2014 年春季拍卖会精品巡展顺利到达河南郑州，在郑东新区金水

东路 21 号永和铂爵国际酒店二楼巴黎厅展览两日，观众络绎不绝。

2014/06/13

崇正 2014 春拍预展

崇正春拍预展首日，十二个专场 1500 余件拍品吸引了不少藏家前

来观展。预展将为期三天，从 13 日至 15 日预展，15 日下午至 16

日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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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4

崇正2014春拍活动之“崇正讲坛”

讲座地址：广州东方宾馆会展中心一楼会议一室

墨香里的旧时文人  
主讲：许宏泉

父亲王家祯和他的画家朋友   
主讲：王智钧

罗孚与书画收藏   
主讲：许礼平

现代中国画与关山月、黎雄才   
主讲：陈瑞林

张大千与敦煌艺术   
主讲：李永翘

广东当代艺术面面观   
主讲：皮道坚 胡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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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7
崇正 2014春拍圆满落幕总成交3.6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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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9

崇正 2014 春拍盘点
（注：拍品图片请参考本期《崇正 2014春拍精品回顾》）

 “报缘”专场关键词：【高倍溢价】

“大千豪发”专场关键词：【白手套】  

“翰珍”专场关键词：【书法热】

“岭南双擘”专场关键词：【众望所归】  

“国光”专场关键词：【经典之争】  

此泰国侨领郑午楼旧藏专场数件身价不菲的重量级藏品，如由溥儒题引首、近 10 米的张大千临明代著名书画家陈白阳的花

卉长卷、齐白石的《花鸟四屏》、赖少其近 50 平尺的黄山精品巨制、张大千作于 1949 年的《理妆图》等，均为从未在市场

上露面之惊世绝品。

15 日晚上 7：30 开拍的张大千书画专场，几无悬念地赢得了 100% 成交的白手套，16 张作品收金 3300 万元，其中张大千的《观

音大士》540.5 万元成交赢得本专场头牌。

“翰珍”专场，书法表现大热，吴昌硕、康有为、吴湖帆、林散之、赖少其均有不俗表现，拍到曾国藩巨幅书法对联时，

一场内买家和电话委托买家展开了激烈的拉锯式竞争，从 180 万元起拍，最后被场内买家以 621 万元收入囊中，赢得了现

场阵阵掌声。

紧接着的关黎专场，关山月的《戈壁绿洲》不负众望创出 517.5 万元的成交价，黎雄才的《黄山雨后》则以 316.25 万元成交。

“国光”专场，继李可染的《西山》以 575 万元易主后，傅抱石的《洪涛万里》以 1322.5 万元创出整场拍卖首件过千万拍品，

接着，陆俨少的《海防前哨》494.5 万元成交，刘大为《天山迁徙》又以 1058 万元被一买家入藏，成为本场第二件过千万拍品。

 “古欢”专场关键词：【睿智收藏】  

“新韵”专场关键词：【华山论剑】  

“粤雅”专场关键词：【人气王】  

“荟萃”与“今典”专场关键词：【登场】  

文征明的书法扇面 5 万元起拍，28.75 万元成交，拉开了“古欢·中国古代书画”专场也是 16 日全天拍卖的序幕，古代书画

买家玩家冷静而睿智的特质在现场显露无遗，流传有序的大家精品逆市飘红，沈周的《菊花鹅翎图》575 万元被一买家竞得，

高其佩的《松州十诗画卷》被场内一买家以 178.25 万元收入囊中，宫廷御制永瑢的题画诗 8 开最后以 138 万元成交。

16 日下午开卖的“新韵·中国当代书画”竞投的火热堪与“报缘”媲美，此专场可以说汇集全国当代顶级名家，也吸引了各

地英豪藏家汇聚崇正，此专场大部分拍品高于底价数倍甚至数十倍成交，如林容生的《丹山赤水白花》2 万元起拍，现场买

家直接叫到 8 万，另一买家则叫 10 万，后经多轮热烈争夺，最后 32 万落槌，以 36.8 万元成交，刘庆和的《风》，3 万起拍，

17.25 万元成交，陈钰铭的西藏题材《人物四帧》12 万元起拍，前几口 10 万一台阶，后又被几名买家一路追至 105 万落槌，

成交价超过 120 万，何家英的《人体》不负众望，以 276 万元成交成为本专场头筹，崔振宽亦是本专场大热人选，几幅作品

均溢价数倍成交，姜宝林、王明明、田黎明亦表现不俗。

紧随其后的“粤雅·岭南名家专场”人气激增，站着举牌再度成为拍场一景，尤其是“方楚雄师生救助孤残儿童基金义拍专题”，

买家们踊跃举牌，以实际行动支持方老师师生的义举，专题不仅几度赢得掌声，成交也十分火热，方楚雄的《葵花耄耋图》

被一爱心买家以 60.95 万元竞得，许晓彬的《竹枝幽禽》也以近 10 万元被一爱心买家入藏。该爱心专题最后募得 173 万元善款，

将全部捐给广东宋庆龄基金会孤残儿童基金。

16 日下午开卖的“荟萃”与“今典”两个专场竞投积极理性，油画经典和当代新晋都表现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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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02

《关山月精品民间收藏卷》（暂
定名）作品征集

经过 12 小时的鏖战，华南新锐艺术品拍卖公司——广东崇正 2013

年春季拍卖会于 6 月 13 日在广州东方宾馆圆满收槌。中国古代书画、

中国近现代书画、郑午楼湄南别墅藏画、岭南名家书画、陈垣著作及

稿本、中国古典家具、欧洲古典家具 7 个专场 700 多件拍品共创出 3.8

亿元人民币的成交额，其中书画部分超过 3.5 亿元的成交额，为广东

崇正的首场拍卖会送上了一个“开门红”。成交价超千万的拍品共 5 件，

其中八大山人的《松鹿图》以 2242.5 万元的成交价拔得头筹。

2014/09/04

崇正 2014 秋拍征集设点汕
头喜来登酒店

被誉为“海滨邹鲁”的潮汕既是艺术家的摇篮，古往今来诞生了

众多文人、画人，岭南当代众多书画名家都出自潮汕，艺术品收

藏亦渊源颇深，藏界从来藏龙卧虎，名家云集。崇正自 2013 年

成立以来，也得到了潮汕藏家的大力支持，本次汕头征集，崇正

上门揽收，就是为了与潮汕藏家互动，更好地为潮汕藏家服务，

实现对潮汕藏家“服务到家”，藏家们可于 9 月 4 日至 5 日两天

移步位于位于汕头长平路的龙光喜来登酒店送件，现场还将免费

提供书画鉴定服务。

2014/09/12

“崇正雅集”第三期拍卖会
预展

2014/09/14
“崇正雅集”第三期 2千万收槌！

广东崇正雅集第三期艺术品拍卖会已于 9 月 14 日圆满结束，三个专场逆市表现稳

健，共录得 2000 万元的成交总额。其中陈大羽的《红梅大吉图》46 万元成交，

夺冠本次拍卖，关山月的《迎春图》以 43.7 万元屈居第二，黄永玉的《荷花》和

林墉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各以 28.75 万元并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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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9

【艺术广东】崇正 2014 秋
拍书法联、屏精品展

“广东崇正 2014 秋季拍卖会·书法联、屏精品展”参加“艺术

广东”·国际收藏品及艺术品博览会。

地点：广州新港东路琶洲保利会展中心二楼三号展馆

展期：9 月 19 日—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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