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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EWS．拍賣預告

符號、構成與文化政治認同
以簡樸直接的條紋組織而聞名，尚．
史考利（Sean Scully）的《北方之鷹》
（North Eagle）是藝術家標誌性的大型
條紋畫早期的成熟傑作之一。作為當
今最著名的抽象藝術家之一，史考利
的作品廣為眾多美術館機構展示、典
藏。《北方之鷹》是史考利創作的兩幅
成對畫作中的一張，另一作即相應的

山口長男│黃色四邊形 油彩、木板
1959 預估價2百萬至3百萬港元

183×183cm

創作中的抽象，則都另外包含了東方
的 氣 論 美 學， 無 論 是 趙 無 極、 吳 冠

尚．史考利│北方之鷹 油彩、麻布
193.5×183.5cm 1983-1984年作
預估價4百萬至6百萬港元

游刃中西，對「感覺的如實」的描繪。

成，進而將一個抽象的語言轉化成具體
的認知。在這介於抽象與具象間的金錢
符號下，我們得知圖像本身就是語言，
其有傳承、演變、不約而同的共識。符
號，始終是用來代稱真實世界中的抽象
創造；而藝術始終指向那真實世界的深
處，並轉化為一個個記憶綿長的符號。
2020年佳士得香港拍賣預展將在2020年
7月4日至10日於香港中環畢打行呈現，

的創作年代正值愛爾蘭政治極其動蕩

拍賣將在7月10至11日於中環歷山大廈

的時期，不斷發生的衝突成為全世界

22樓舉行。

期風格到臻至成熟的「狂草時期」前，

治認同的國家旗幟，我們藉由抽象的

介 於 過 渡 的「克 利 時 期 」
（1951-1954

顏色、條紋與符號，構築相似或敵對

在此次拍品中，趙無極創作於1960年

年）的創作表現。1951年趙無極在瑞

的身分認同。

代 的《21.10.63》是 狂 草 時 期 罕 見 的

士畫展邂逅保羅．克利（Paul Klee）的

紅色系列作品中尺幅最大，同時空間

畫作而受啟發，徹底改變自己對空間

構圖最具特色的一件。趙無極以獨特

的處理方式，以及對符號的理解與色

普 普 先 驅， 安 迪． 沃 荷（Andy

的三段式水平構圖，在靜止的平面創

彩運用。藝術家透過用畫筆木柄尖端

Warhol）的《貨幣符號》是藝術家晚

造了空間與時間。「狂草時期」是趙

將顏料刮掉形成線條，以及用分層疊

期最受歡迎的系列之一。透過絲網印

無極無論空間結構或色彩筆觸的創作

塗並刮去顏料表層的方式展示油畫媒

刷，藝術家將圖像交疊匯聚成一個鮮

巔峰，展現集東西方藝術之大成而完

材的肌理之美，開創出屬於自己的新

明、易懂，結合著藝術、商業和美國

全成熟的個人風格，也是最受市場歡

語彙。

夢訊息的金錢符號。看起來具象的金

久的文人畫精神，取徑於大自然，將
其抽象推向純粹以情感解讀的現實。
《09.03.65》飽滿而綻藍的色彩、如狂
草般馳騁的筆觸，皆取法自無垠壯闊
的大海。

51×71cm

1961

謝景蘭│丹霞照青峰 油彩、畫布
144×111cm 約1960年代
預估價90萬至180萬港元

亞洲文化協會（ACC）與佳士得連袂呈獻一次特別籌畫的慈善拍賣，三件拍品分別
由亞洲文化協會校友蔡國強、劉韡（他們分別於1995年和2011年參與了亞洲文化
協會學者交流項目）以及另一位協會支持者張
洹慷慨捐贈。亞洲文化協會作為一個非盈利基
金會，透過獎助金、津貼、成就獎金、公共項

圖像就是語言

目、校友參與和其他文化交流活動，為亞洲與
美國的藝術家、學者及藝術類專業人士提供國
際文化交流的機會，致力於向促進國際間的對
話、理解與尊重的個人提供經濟支持。
蔡國強此次提供的布面火藥繪畫《牡丹與大麗
花2號》於2017年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館個展現
劉煒│東 油彩、畫布 120×120cm
2020 預估價100萬至120萬港元

迎的時期。此次拍賣另一件狂草時期
歸東方傳統對趙無極來說就是繼承悠

油彩、畫布

也隱然蘊含了地理上的分裂，呼應了
利的條紋畫其實更像是隱含身分與政

作品為以藍色為主的《09.03.65》。回

費南度．索維爾│米拉弗洛雷斯
預估價150萬至250萬港元

的新聞頭條。也因此，此組作品似乎

供我們一探趙無極從擺脫1940年代早

術家創作的影響。

念， 然 而 人 類 藉 由 廣 泛 使 用、 約 定 俗

柏林，成長生活於倫敦，《北方之鷹》

當時的政治鬥爭。在此脈絡下，史考

念與討論中看到「氣韻生動」對華人藝

錢符號，其實乃是一個抽象的思維觀

《南方之鷹》。史考利出生於愛爾蘭都

創作於1950年代的《荷蘭小鎮》則可

中、謝景蘭等，都不難在其創作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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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香港

場創作完成，也是他首次上拍的彩色火藥畫。
據蔡國強自述：「之前我的火藥畫大都是黑白
的。2016年，我開始更多地使用日間煙火表演

禪宗美學的東方抽象

中用到的彩色火藥創作。而這種對彩色火藥的
運用與我一直在進行的一個項目相得益彰，也

在東方抽象美學傳統上，不能忽視的

蔡 國 強 │ 牡 丹 和 大 麗 花 之 二 火 藥、 畫 布
183×152.5cm 2017 預估價3百萬至4百萬港元

是我個人在西方藝術史上的一段特殊歷程。」

另一脈便是禪宗美學。日本江戶時代
畫家與書法家仙崖義梵（Sengai Gibon,

劉韡新近創作的布面油畫《東》（2020），則再度展示出其對色彩、重複與極簡主義的標誌性運

1750-1837）最著名的禪畫之一，便是

用：他以電腦軟體生成圖案和像數進行繪畫創作，最後再將合成的圖案轉移到畫布上。他曾將

以最基本的圓形、三角形、正方形繪

自己於千禧年後發展出的這種典型創作方法描述為「純粹地將邏輯轉化為色彩」，也表達出其
對「將不同時代的藝術家們連綴起來的龐雜繁複線索」的深刻理解。在捐贈《東》的過程中，

製而成的抽象畫。在這傳統承襲下，

劉韡進一步加強了與紐約社區的聯繫，並為支持下一代協會的獎助對象慷慨解囊。

同樣創作於1960年代的《18.11.66》與

山口長男的《黃色四邊形》與其說是

《23.03.68》，則可看見藝術家在創作

西方對形狀、結構的辯證關係，毋寧

張洹提供的則是其最負盛名的「香灰」系列中的近期代表作《馬No.2》（2019）。對張洹而言，

上細微變化。雖然同樣投射了藝術家

更貼近東方抽象藝術中的禪宗美學傳

香灰「不是一種物質，而是集體的靈魂、集體的記憶與集體的祝福」，是他於2005年回國後，

內在的情緒流動，但在細節處的色彩

統。也因此，我們便不難理解山口長

鋪陳、構圖佈局上，展現構建了趙無

男如何在戰後的抽象與前衛藝術中對

極獨樹一幟的作畫風格。介於抽象表

西方產生衝擊，並樹立了未來單色畫

達與崇山峻嶺如實的描繪間，達到其

的走向。

張洹│馬 No. 2 香灰、麻布
150×100.5cm 2019
預估價15萬至20萬港元

從早年他標誌性的觀念藝術創作轉向，進而找尋到的極具個人風格的繪畫媒材。這件《馬
No.2》以香灰堆疊勾勒柔美而易逝的筆觸，體現出物質性與精神性交融而升華的審美價值。

安迪．沃荷 │ 美元符號 合成聚合物顏料、絲網印
刷、油墨、畫布 1981 預估價220萬至32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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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文化協會（ACC）與佳士得連袂呈獻一次特別籌畫的慈善拍賣，三件拍品分別 由亞洲文化協
會校友蔡國強、劉韡（他們分別於1995年和2011年參與了亞洲文化 協會學者交流項目）以及另一
位協會支持者張 洹慷慨捐贈。亞洲文化協會作為一個非盈利基 金會，透過獎助金、津貼、成就
獎金、公共項 目、校友參與和其他文化交流活動，為亞洲與 美國的藝術家、學者及藝術類專業
人士提供國 際文化交流的機會，致力於向促進國際間的對 話、理解與尊重的個人提供經濟支持

Asian Cultural Council and Christie’s jointly presented a special charity auction that included
three artworks by ACC alumni, Cai Guo Qiang (1995) and Liu Wei (2011) and an ACC generous
supporter, Zhang Huan. A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CC provides cultural exchange
opportunities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artists, scholars and art professionals in Asi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grants, scholarships, fellowships, public programs, alumni participation
and other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ACC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global conversations,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蔡國強此次提供的布面火藥繪畫《牡丹與大麗 花2號》於2017年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館個展現 場創
作完成，也是他首次上拍的彩色火藥畫。 據蔡國強自述：「之前我的火藥畫大都是黑白 的。2016
年，我開始更多地使用日間煙火表演 中用到的彩色火藥創作。而這種對彩色火藥的 運用與我一直
在進行的一個項目相得益彰，也 是我個人在西方藝術史上的一段特殊歷程。」

Provided by Cai Guo Qiang, his painting “Peony and Dahlia No.2” was completed in the
exhibition at the Prado Museum in Spain in 2017. It was also his first painting to use gunpowder
of various colors. According to Cai, “Prior to this painting, my gunpowder paintings were mostly
in black and white. In 2016, I began to incorporate colored gunpowder that are normally used
for daytime fireworks display in my creations. The use of colored gunpowder complements with
my project, and it also presents a special journey in my experience with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rt.”
劉韡新近創作的布面油畫《東》（2020），則再度展示出其對色彩、重複與極簡主義的標誌性運
用：他以電腦軟體生成圖案和像數進行繪畫創作，最後再將合成的圖案轉移到畫布上。他曾將 自
己於千禧年後發展出的這種典型創作方法描述為「純粹地將邏輯轉化為色彩」，也表達出其 對「
將不同時代的藝術家們連綴起來的龐雜繁複線索」的深刻理解。在捐贈《東》的過程中， 劉韡進
一步加強了與紐約社區的聯繫，並為支持下一代協會的獎助對象慷慨解囊。

Liu Wei’s recent oil painting, “East” (2020), once again demonstrated his iconic use of color,
repetition and minimalism. He used computer software to generate patterns and pixels for his
painting creation. Then, he transferred the image synthesized from the patterns and pixels onto
the canvas. He once described this method he developed in post millennialism as “purely
transforming logic into colors” and “expressing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clues
connecting artists from different era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onating Liu’s artwork, “East”, he
further strengthened his ties with the communities in New York and has also generously
supported ACC’s upcoming grantees.
張洹提供的則是其最負盛名的「香灰」系列中的近期代表作《馬No.2》（ 2019）。對張洹而言，
香灰「不是一種物質，而是集體的靈魂、集體的記憶與集體的祝福」，是他於2005年回國後，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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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他標誌性的觀念藝術創作轉向，進而找尋到的極具個人風格的繪畫媒材。這件《馬 No.2》以
香灰堆疊勾勒柔美而易逝的筆觸，體現出物質性與精神性交融而升華的審美價值。

The work Zhang Huan provided was his recent masterpiece “Horse No.2” (2019) from his most
prestigious “Incense Ashes” series. For Zhang Huan, incense ashes “is not a substance, but a
collective soul, memory and blessing”. This iconic conceptual art cre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2005 after his return to China and later on, became his unique personal painting style. The
painting “Horse No.2” uses stacks of incense ashes to outline the soft and perishable strokes,
reflecting the aesthetic values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materialism and spiritu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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