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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香港十周年拍卖会 荟萃东西方现当代艺术巨作 

呈献现当代艺术飨宴 
7 月 12 日及 7 月 13 日｜超过 150 件拍品｜总估值逾港币 3 亿元 

 
（2022 年 6 月 9 日 — 香港）保利香港十周年拍卖会将隆重举行，当中备受期待的拍卖包括 7 月 12 日保利香

港首场的现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以及 7 月 13 日的现当代艺术日间拍卖，精彩纷呈逾 150 件艺术臻品，均由专

家团队悉心甄选。是次拍卖的拍前总估价更创下十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估值逾港币3 亿元，拍卖瞩目呈献20
世纪现代艺术至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博物馆级巨作，囊括尚．米榭．巴斯奇亚（Jean-Michel Basquiat）、伟

恩．第伯（Wayne Thiebaud）、亚德里安．格尼（Adrian Ghenie）、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草间弥生、

奈良美智等艺术巨匠，为广大藏家提供绝佳收藏机遇。承接上月香港的精品预展，保利香港将于 6 月 18 至 19
日在台北微风南山艺文展演中心举行台北精品预展。 
 
保利香港拍卖现当代艺术部主管余箐悯表示：“回首过往十年，我们的成绩持续稳步攀升，始终与亚洲艺术市
场并肩而行。我们非常荣幸能在十周年拍卖会，呈献精心策划的首场晚间拍卖及日间拍卖，总估值逾港币 3 亿
元，拍前总估价更为十年来最高；由尚．米榭．巴斯奇亚的《无题》及伟恩．第伯的《礼物蛋糕》等等重磅西
方巨作领衔，与此同时我们为藏家悉心挑选 20 到 21 世纪，来自亚洲及西方的顶尖艺术杰作，以阐述一个完整
丰富的现当代艺术版图，诠释个中划时代的涵义，并寄寓保利香港即将揭开一个全新的篇章。” 
 

   

   



 
西方当代 

 
保利香港首场现当代艺术晚间拍卖，共呈献逾 30 件拍品，当中

涵盖多件西方当代艺术巨作。由传奇艺术家尚．米榭．巴斯奇亚

1981 年创作的《无题》领衔，完美呈现巴斯奇亚黑人面孔及“三
尖皇冠”标志性符号，是确立个人视觉风格的开端之作，更是逾

20 年来首次于拍场亮相。 
（请按此查看尚．米榭．巴斯奇亚《无题》完整新闻稿） 

 
 
 
 
 

 
巴斯奇亚创于 1984 年的《Logo》则包罗万象，完整体现了巴斯奇

亚以广告、商标、符号、漫画和文本的多元讯息，解构与重塑对于

种族与跨文化的探索，巴斯奇亚以黑人头像的香烟商标作出隐喻，

从稚气幽默的视觉映像在黑奴制度下，黑人在美国南部种植园从事

苦力劳动的残酷现实。拥有大量隐藏信息的《Logo》是由巴斯奇亚

精心编排、并留给观众诠释的语言，这些信息看似随性且天马行

空，笔触背后却埋藏着巨大的思考与智慧，他将阅读和信息的力量

赋予《Logo》，利用真诚和烂漫的笔触，为大家释放了关键的社会

现实，也释放了自身背景所承担的责任感。 
 
 
 
 
 
 

晚间拍卖另一焦点所在，为伟恩．第伯创作于 2010 至 2011 年的《礼物蛋糕》，画作集合艺术家生涯每一个创

作历程的转折与突破，将原本日常平凡的甜点，幻化为成对形状、色彩、光线与视角探索。查阅目前公开拍卖

纪录，仅有两件橱窗式甜点柜作品曾于拍场亮相，其中一件为此次上拍作品，也是当年艺术家拍卖纪录。而另

一件是创作于 1962 年的《点心柜台》，对比这两件作品，无论是色彩的丰富度、笔触的细腻和质地的表现，

都清晰可见其突破，《礼物蛋糕》可以说是在《点心柜台》构图基础上，再将其一生绘画成果与风格演变集合

之杰作，被视为艺术家对于自我创作历程的完美总结与回顾，堪称生涯的“压卷之作”。 

 

另一件的备受关注的上拍巨作，来自罗马尼亚的亚德里安．格尼创作于 2016 至 2018 年的《无眼帘》。这位

70 后当代艺术家，是从学术到收藏市场获得双重认可，备受赞誉的新一代艺坛巨星。这幅极具力量的自画像

是迄今出现在亚洲拍卖市场上，最大的自画像。艺术家承袭伟大的前辈先贤，包括梵高、培根及李希特，并将

画作转化为自身独特语言，开创属于格尼的绘画时代，完美演绎艺术家庞大企图心。在格尼的创作生涯里，他

研究一连串在各个时期，不同领域深具影响力的人物，透过绘画探究人们内心的集体记忆，而梵高则是影响少

年格尼最深刻的人物。从寂寂无名到一举成名，格尼的艺术创作生涯可以说与梵高的人生际遇，有着异曲同工

 

尚．米榭．巴斯奇亚《无题》 
1981 年作 
压克力 喷漆 油画棒 纸本拼贴 画布 
122 × 142.2 cm. 
估价待询 

 

尚．米榭．巴斯奇亚《Logo》 
1984 年作 

压克力 油画棒 丝网印刷 画布 
152 × 122 cm. 

估价：HKD 11,000,000 - 22,000,000 

https://cdn.polyauction.com.hk/public-default/cms/press/20220513-bao-li-xiang-gang-shi-zhou-nian-pai-mai-hui-shang-mi-xie-ba-si-qi-ya-wu-ti-sc-final_4f1694ad-7983-4b33-9095-a27523071bc7.pdf


 
之妙，因此他深谙梵高的内心世界。这个以梵高晚年形象创作的自画像，正是格尼与艺术史的对话，投射自身

到当代世界的重要作品。 

 
伟恩．第伯《礼物蛋糕》 

2010 - 2011 年作 
油彩 画布 

182.9 × 121.9 cm. 
估价：HKD 60,000,000 - 86,000,000 

 
亞德里安．格尼《无眼帘》 

2016 - 2018 年作 
油彩 画布 

180.4 × 149.8 cm. 
估价：HKD 50,000,000 - 75,000,000 

 
华人 20 世纪 

 
现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亦呈献华人 20 世纪版块，涵盖艺术巨擘赵无极、吴冠中以及朱德群等巨作，将西方与中

国传统的美学融会贯通，精彩绽放华人艺术传奇的光耀。瞩目焦点包括吴冠中 1976 年所创的代表作《山村春

暖》。70 年代的吴冠中根植中国乡村景色探索“油画民族化”之路，并在这一时期成就了一系列独特的兼具抒

情与韵味的作品，成为他油画创作最重要的承先启后时期，《山村春暖》细腻而富有律动感的画面和丰沛的诗

意能量，当属吴冠中以乡村风情为主题绘画中的杰作。 
 
在 2016 年，朱德群创于 1990 至 1999 年的《雪霏霏》打破当时个人拍卖纪录，成功跃升为“千万美金艺术家”，
从此藏家对 90 年代的蕴藏大自然丰沛能量创作关注度大为提升。朱德群 1991 年创作的《微妙的积云》为同一

时期作品，宏大的尺幅，灰蓝的背景彷佛重现瑞士阿尔卑斯山暴风雪的触动。暗交界处的半透明色彩交迭，透

出雨过初霁，天朗气清，“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似蓝似绿的汝窑色泽。朱德群不仅以种种明暗色

彩、渲染与笔触，创造出无穷的空间，更隐含了中国人对于广远宇宙与精微生命的自然观和哲学理念。 



 

 
赵无极的《23.6.66》与《6.11.72》，两幅杰作来自不同时期，具有力量且抽象的笔触，完美呈现艺术家的自

我内心。《23.6.66》，此作品不仅拥有赵无极作品中独有的雄浑气度和文人神魄，同时承载他对至爱的深情

和对生命的思考，呈现了一种直击灵魂的抒情之美。 
 
赵无极在 1971 至 1972 期间的油画创作相对稀有，《6.11.72》这时期的他以传统水墨的处理方式来控制油彩，

加入松节油的方式使油彩变得更为轻灵延展，达到在画布上创造出更空灵和氤氲的虚空氛围的目的。《6.11.72》
超脱于山水的具象表达，更深入表现潜藏于山水之中的抽象空间、动势、气韵、光影。他以自我心象为参照塑

造出一个完全抽象的形式世界，为观者留出巨大的自由想象空间。 
 

 
赵无极《23.6.66》 

1966 年作 
油彩 画布 

81 × 65 cm. 
估价：HKD 10,000,000 - 15,000,000 

 
赵无极《6.11.72》 

1972 年作 
油彩 画布 

95 × 105 cm. 
估价：HKD 8,000,000 - 12,000,000 

 

 
吴冠中《山村春暖》 

1976 年作 
油彩 木板 

46 × 61 cm. 
估价：HKD 16,000,000 - 24,000,000 

 
朱德群《微妙的积云》 

1991 年作 
油彩 画布 

200.4 × 200 cm. 
估价：HKD 15,000,000 - 25,000,000 



 
亚洲当代 

 
亚洲当代版块由草间弥生、奈良美智、村上隆以及涂鸦先生等炙手可热的艺术巨星领衔，呈献多个具市场潜力

及充满个人视觉风格的杰作。承袭 1959 年开始“无限的网”系列网纹的复制概念，草间弥生创作于 2015 年的

《无限之网（BSGK）》于金光耀眼的鲜黄背景之上，以红色颜料手绘网眼，反复持续运动，勾勒疏密程度不

同的曲线，肆意地拓展到整个空间，在画面中自由扩张，蕴含着无限生命力。复杂的创作手法，考验艺术家逻

辑推演的能力，同时也验证其美学层次更成熟的表现。 
 
奈良美智 2012 年之作《星星》将数个经典象征图示浓缩成一个故事，看似单纯的孩童，却包含无数与当下生

活息息相关的讯息符号，奈良美智笔下的孩童从来就不仅是可爱的代表，这是艺术家对社会关怀的强烈呼喊，

他希望藉童真的形象引发观者的强烈共鸣，唤起大众对底下的隐藏寓意作出更深层次的哲思与探究。 
 

 
草间弥生《无限之网（BSGK）》 

2015 年作 
压克力 画布 

162 × 162 cm. 
估价：HKD 16,500,000 - 25,000,000 

 
奈良美智《星星》 

2012 年作 
压克力 画布 
44 × 45 cm. 

估价：HKD 5,500,000 - 8,500,000 
 

 
村上隆《DOB 先生》 

2019 年作 
玻璃纤维 雕塑 

130.3 × 81 × 157 cm. 
估价：HKD 5,000,000 - 7,000,000 

 
涂鸦先生《鸟山》 

压克力 画布 
199.5 × 299 cm. 

估价：HKD 1,800,000 - 2,800,000 

 



 
预展：保利香港十周年拍卖会 — 台北精品预展 
台北｜6 月 18 至 19 日｜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 100 号 微风南山艺文展演中心 3 楼 
 
预展及拍卖：保利香港十周年拍卖会 
香港｜7 月 9 至 14 日｜湾仔博览道 1 号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1E 展厅 
 

日期 时间 拍卖项目 拍卖地点 
7 月 10 日 
星期日 

11:00am 陈年普洱茶及茶道具专场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2:00pm 陈年茅台酒、威士忌及干邑专场 

7 月 11 日 
星期一 

12:00pm 名贵钟表专场 

4:00pm 尚品手袋及潮玩专场 

7 月 12 日 
星期二 

10:00am 中国书画专场 

6:30pm 现当代艺术 晚间拍卖 

7 月 13 日 
星期三 

11:00am 现当代艺术 日间拍卖 

3:30pm 璀璨珠宝专场 

7 月 14 日 
星期四 

10:30am 花舞大唐：北美十面灵璧山居珍藏唐三彩 

2:00pm 不止青绿 ：欧美藏家藏中国色彩艺术珍品 

2:45pm 御海凝珍：怀海堂藏清乾隆御瓷粹珍 

3:00pm 中国古董珍玩专场 
 
高清图片链接： 
Google：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CMCA-Highlights  
百度网盘：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CMCA-Highlights-CN  
 
传媒查询： 
Jessica Chen 陈燕娟小姐｜jchen@polyauction.com.hk｜+852 2303 9892 
Maora Cheng 郑思颖小姐｜mcheng@polyauction.com.hk｜+852 2303 9891 
 
有关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 
 
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于 2012 年由保利文化集团成立，致力成为香港最具活力的拍卖行之一。保利文化集团旗下的北京

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国有控股拍卖公司，亦是全球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成交额最高的拍卖企业。保利文化

集团于 2014 年 3 月 6 日正式于香港上市（保利文化，03636.HK）。 
 
近年来保利香港屡创佳绩，表现持续稳健。2021 年，保利香港以港币 26 亿元成交额闪耀收官。保利香港设有现当代艺术、

中国书画、中国古董珍玩、璀璨珠宝及名贵钟表、尚品手袋及潮品、珍茗佳酿六大部门。各部门设有专业团队，并提供拍

卖、私人洽购、免费估值咨询等服务，致力为广大藏家挚友提供卓越而专业的服务。 
 
保利香港致力为海内外藏家提供卓越的专业咨询、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和顾客至上的优质服务，现于全球各地设有办事处，

包括香港、北京、上海、澳门、厦门、山东、台湾、日本及纽约。展望未来，我们的专家团队将继续努力，与您共同促进

文化收藏的发展，期待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艺术呈献。 
 

### 
 
 
 

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CMCA-Highlights
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CMCA-Highlights-CN


 
关注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  www.polyauction.com.hk 
Facebook：  保利香港拍卖 Poly Auction Hong Kong 
Instagram：  polyauctionhk 
微信公众账号：  polyauction-hongkong 
小红书账号：  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