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香港                                                                                                                                                   2022 年 6 月 16 日 

保利香港十周年拍卖会 
中国古董珍玩、中国书画及珍茗佳酿拍场焦点 

 
中国古董珍玩部焦点：“御海凝珍：怀海堂藏清乾隆御瓷粹珍”专场 

隆重呈献共六件怀海堂珍藏重要清代瓷器 
 

中国书画部焦点：张大千仿王诜《连山断磵图》 
巅峰巨制拟古山水作品 

 
珍茗佳酿部焦点：百年同兴号青饼．向庆记 

罕有号级茶首现拍场 
 

 
清乾隆 斗彩加粉彩矾红云蝠“海水云龙”纹双

螭耳瓶 
估价：HKD 8,000,000 - 12,000,000 

 
张大千 仿王诜 《连山断磵图》 

估价：HKD 10,000,000 - 18,000,000 

百年同兴号青饼．向庆记 
估价待询 

 
（2022 年 6 月 16 日 — 香港）十载志庆精彩不断，保利香港十周年拍卖会将隆重呈献多件来源显赫、极其珍
罕的中国古董珍玩及中国书画，均由专家团队精心搜罗，这一系列的隽永名迹及珍贵典藏，完美显现中国源远
流长的艺术造诣与传统美学；另外亦欣然呈献陈年老茶、茅台酒、收藏级威士忌及干邑，将极为珍贵的珍茗佳
酿，转化成无与伦比的滋味和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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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董珍玩 

  
中国古董珍玩部隆重推出四大专场，共呈献逾 270 件拍品，拍前总估价逾港币 3 亿元，当中“御海凝珍：怀海
堂藏清乾隆御瓷粹珍”专场最备受瞩目。怀海堂主人，倾心收藏逾五十载，为敏求精舍重要一员， 过去辅助香

港相关博物馆不遗余力，以弘扬中国艺术之精；专场欣呈清乾隆 斗彩加粉彩矾红云蝠“海水云龙”纹双螭耳瓶，

画工及用色水平超群绝伦，阐证此瓶举足轻重之地位。“不止青绿：欧美藏家藏中国色彩艺术珍品”专场则倾心
遴选御瓷珍品，以色彩展现中国艺术中的臻绝美感；其中清雍正 釉里红剔刻海水龙纹梅瓶，精湛雕工，器身通

景苍龙教子图，雕刻与烧制配合得宜，展现出雍正上品御瓷的非凡丽质。此外，欣呈“花舞大唐：北美十面灵

璧山居珍藏唐三彩”专场，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收藏序列的艺术品皆堪称精绝之珍宝，“中国古董珍玩”专场，则精
心呈献各式珍罕难得的古董及珍玩，以飨藏家。 

 

保利香港拍卖中国古董珍玩部主管杜纪波表示：“自中国古董珍玩部成立以后，我们秉持一贯的专业知识并配
合市场动态，倾心遴选古董珍品，承蒙广大藏家的鼎力支持，十载以来屡创拍卖纪录。在 2021 年秋季拍卖，
中国古董珍玩部总成交额达 2.2 亿港元，承此佳绩，我们为十周年拍卖会精心呈献四大专场，并由最举足轻重
的“御海凝珍：怀海堂藏清乾隆御瓷粹珍”专场领衔，彰显我们长久以来对于承传中国经典文化与艺术的不懈热
忱。” 
 

“御海凝珍：怀海堂藏清乾隆御瓷粹珍”专场 

 

清乾隆 斗彩加粉彩矾红云蝠“海水云龙”纹双螭耳瓶 
款识  “大清乾隆年制” 
H 28.7 cm 
来源： 
1. 日本私人收藏 
2. 怀海堂珍藏 
3. 香港苏富比，2011 年 10 月 5 日，编号 1947 
展览及出版： 
《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缾》，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2007 年， 编号 122 
估价：HKD 8,000,000 - 12,000,000 
 

 

本品形制恢宏大气，胎质坚致白皙，釉汁莹润如玉。瓶身绘云龙纹，气势凌人。此品形态和纹饰皆为臻作，立
体的螭龙耳与腹身龙纹主题互相呼应，器身龙纹亦充分显现出庄严大度之皇室气派。龙素来是中国皇权的象征，
历代众多君主中， 乾隆皇帝尤好龙，以之彰显其威名显赫的宏图大业。清宫瓷匠为迎合乾隆皇帝之奢华品味，
额外加绘繁复的瑞云和蝙蝠图案，为作品增添吉祥瑞意。相类似作品甚罕，目前仅见一例藏于伦敦维多利亚与
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此例纹饰与本品镜相对称，原应为一对。 

 

 

 

 



 
 

“不止青绿：欧美藏家藏中国色彩艺术珍品”专场 

 

清雍正 釉里红剔刻海水龙纹梅瓶 
款识  “大清雍正年制” 
H 27.8 cm 
来源： 
Sheelah M. Langan（1910-1993）旧藏，后由家族传承（Sheelah M. Langan 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
入美国外交部，曾驻罗马、曼谷、黎波里、拉巴特、雅典、伦敦、波哥大及墨西哥城） 
估价：HKD 26,000,000 - 35,000,000 
 
 

 

本品以釉里红为饰绘海水，留白暗刻海涛中腾跃大、小二龙，有“苍龙教子”之寓意，造型端庄秀丽，气度非凡，
细节之处一丝不茍。瓶通体施透明釉，釉面清润厚腴，如脂似玉，宛如隐青呈色。雕刻与烧制配合得宜，展现
出雍正上品御瓷的非凡丽质。此式梅瓶仿明永乐所制，作品原形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及美国西陵基金会（原瑞

士玫茵堂旧藏）；另外亦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英国铁路基金会旧藏、《世界陶瓷全集．15．清》著录类似作品。 

 

 

清雍正 天蓝釉团寿心莲花式盏托 
款识 “雍正年制” 
D 14 cm 
来源： 
1. 仇炎之旧藏 
2. 香港苏富比，1980 年 11 月 25 日，编号 75 
3. 葛沃得旧藏，编号 48 
4. 香港佳士得，2010 年 12 月 1 日，编号 2817 
出版： 
Gerald M. Greenwald，《Greenwald 收藏——中国陶瓷两千年》，1996 年，编号 48 
估价：HKD 2,200,000 - 2,800,000 

 

此盏托呈六瓣莲花形，托中央突起杯槽，槽心模印团寿纹样作装饰，精巧雅致，工艺难度极大。通体罩天蓝釉，
釉色淡雅悦目，色泽柔和，釉质莹润。器型设计甚为独特，精致巧丽的造型惹人心扉，十分罕见，如此天蓝釉
团寿心莲花式盏托可谓绝世孤品。秀雅的单色釉瓷器是雍正朝精彩绝伦的瓷器品种之一，眼前的天蓝釉团寿心
葵花式盏托，正正彰显出雍正皇帝儒雅的品味。 

 

 

 

 



 
 

“中国古董珍玩”专场 

 

十三至十四世纪 铜鎏金释迦牟尼 
H 35 cm 
估价：HKD 3,500,000 - 4,500,000 

 

此尊为经典的释迦牟尼佛成道像，造型展现了佛陀不同凡俗的庄严和寂静。整体造型大方，体态优美，躯体雄
健，气韵生动，既具生动柔丽的艺术美感，加上其极为罕见的硕大体量，震撼人心，体现了极高的雕刻艺术和
铸造工艺水平。遍查海内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品，类似体量和圆座造型及保存状态的造像并不多见。相同造像可

参见英国藏家朱勒斯．斯彼尔曼（Jules Speelman）珍藏的一尊十四世纪铜鎏金释迦牟尼，以人民币 1.035 亿
元于北京保利 2015 年 12 月 7 日拍出，编号 7333。 

 

 

金 木雕彩绘菩萨立像两尊 
H 142 cm 
来源： 
1. 霍明志（Paul Houo-Ming-Tse) 北平 
2. Hotel Drouot （拍卖行）1932 年‘霍明志旧藏：中国艺术品’专场 Lot No. 84、Lot No. 85 
3. Gerard Devillers 巴黎 
4. Eskenazi 纽约 
5. 北美十面灵璧山居珍藏（The Ten-Views Lingbi Rock Retreat Collection），编号 EK106、
EK207 
展览及出版： 
1 . 霍明志着，《达古斋古证录》 （ “Preuvesdes Antiquites de Chine”），北京，1930，页 314 
2. Hotel Drouot，《霍明志收藏：中国艺术品》（“Objets d' art de la Chine: Collection Paul 
Houo-Ming-Tse”），1932 年，巴黎，84 号，85 号 
3. Eskenazi，《北魏至明代佛教雕塑》，2002 年 3 月，纽约，图 16 
4. Eskenazi，Hajni Elias，《中国艺术品经眼录：埃斯卡纳齐的回忆 》，第 228 页，图版第
130，131 
估价：HKD 20,000,000 - 30,000,000 

 

此对木雕菩萨均跣足立于莲座上，分别由一整棵木材圆雕而成，双臂为分雕后接，整体面貌俊朗。菩萨肩覆披
帛，皱褶沿肌肤形成自然的曲线，二者头部、颈部均装饰的精致华美，雕像表面依然有施金留存，多处可见绿
色、红色以及黑色残彩。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尊金代木雕彩绘贴金大势至立像，亦可观察到与本对相似的形
制以及造型，唯本对造型更显厚重，更具威武庄严之气势。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有一尊木雕观音菩萨立像，
见于《海外遗珍：佛教雕塑》台北，1990 年，第 135 号，两者的姿态、脸形与面部表情都非常相近。 



 
 

“花舞大唐：北美十面灵璧山居珍藏唐三彩”专场 

 

唐 三彩立马 
H 66 cm W 68.6 cm 
来源： 
1. 传 1926 年于河南洛阳附近出土 
2. 康格．固特异将军收藏，1927 年购自卢芹斋，美国水牛城 
3. 布法罗自然科学学会收藏，美国，1955 年获赠自康格．固特异将军 
4. 纽约佳士得，1992 年 12 月 3 日，编号 233 
5. 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收藏，编号 FR385A 
展览： 
布法罗科学博物馆 
估价：HKD 3,000,000 - 3,800,000 
 
 

唐代尚马之风极盛，马是唐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件三彩立马，俯首静立，除马鬃、马尾及鞍饰外，全
身通披白色釉彩，一匹白色骏马跃然眼前。躯体丰肥适度，比例精准，达到了力与美的和谐统一，处处彰显着
唐代工匠精湛的技艺，出神入化，已臻化境。 
 

中国书画 
 
中国书画专场将呈现超过 260 件来源有序、质量上乘的拍品，并由中国书画近现代版块佳构，张大千巅峰巨制
拟古山水作品仿王诜《连山断磵图》领衔，当代水墨版块则涵盖王良福先生所珍藏之吴冠中及林风眠等当代水
墨巨匠杰作。专场亦将呈现“爱吾卢”吴承燕珍藏中国书画，囊括徐悲鸿、齐白石及于右任等书画名家之作品，
均来自于吴承燕先生家属珍藏；另外呈现新加坡著名画家曹瑞兰女士上款以及珍藏的名家书画作品，涵盖著名
画家朱屺瞻、刘文西、韩天衡及沈道鸿等精品佳作，将为广大藏家带来非凡的视觉飨宴。 
 
保利香港拍卖中国书画部专家程远枫表示：“ 2022 年暨保利香港拍卖成立十周年庆典，承蒙藏家信赖，中国书
画部荣幸甄选质量上乘的精彩作品 200 余件，由张大千巅峰巨制拟古山水作品仿王诜《连山断磵图》与晚明姑
孰画派创始人的萧云从《溪山无尽》长卷领衔，更有吴冠中、林风眠等学贯中西的殿堂级大师佳构，及南洋、
台湾的同一藏家秘藏数十年富含人文精神的书画专题，略探中国书画的源远流长。恰逢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
古今新旧汇集交融于香江，藉此共襄盛事！” 
 
仿王诜《连山断磵图》是张大千于盛年时期所作的巨幅拟古山水工笔重要作品，写就于绢本之上，尺幅宏大，
层次井然。张大千在山水画创作上受到石涛“搜尽其峰打草稿”的精神感召，游历名山大川，建立了自己庞大的
古代书画收藏，也成就了他“借古开今”的强大摹古功力。取陈洪绶山水画中茂密繁复的画风，垂直构图凸显了
山川巍然耸立的险峻和高山流水的倾泻之势，顺势而下的瀑布与人物向上仰望的视线将观者的视线锁定，流连
于画图的一方天地之中。山岩的皴法以曲折的散锋笔法写就，山石以水墨和赭石写成，茂密的松针以花青晕
染，充满生命的张力，沈雄恣势，水墨滃郁的画风令人叹为观止。 
 

作品得自于黄金荣旧藏，作品顶部裱边有张大千拟董其昌的长文题跋。作品媒材的选择和做旧的手法亦可见书
画大师拟古之用心，其装裱保留了原始精美的装裱状态，地杆之轴头选用的是象骨材质，并在作品内部细微处
标志了左／右的区分。张大千的传世臻品不知凡几，而这样创作于巅峰时期，体现画家极致用心的巨幅拟古山
水作品可谓市场罕见，亦可见其在大师创作生涯中的别饶意义。 



 

 

张大千 仿王诜 《连山断磵图》 
 
设色绢本 立轴  222×87.5 cm. 
著录／出版： 
1. “Challenging the Past: The Paintings of Chang Dai-Chien”（《血战古人：张大千画展》，傅
申着）, Page 37, Shen C. Y.  Fu，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2. 《傅申论张大千》，田洪，蒋朝显编，浙江大学出版社，第 217 页，图版 6，2022 年 1 月 
来源： 
1. 黄金荣旧藏，现藏家直接得自于黄金荣先生家属。 
2. 瑞秀楼珍藏 
估价：HKD 10,000,000 - 18,000,000 
 
 

 

1941 年春，张大千率领门人子侄，赴陇西敦煌考察古代石窟壁画，历时近三年，刻苦临摹了魏晋至宋元等历朝
的壁画共达二百余幅，为敦煌艺术的发掘和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藻井”为“交木为井，饰以藻文”，又称为天
井、方井、斗四等，是中国古建筑当中一种装饰性的木质结构顶棚，多见于寺庙，宫宇等古代建筑中。此幅张
大千的《临盛唐藻井》，绛红色的中心方井上所绘为一朵由莲花、云纹等多种纹样组成的大型五彩宝相花，方
井外有七层五彩边饰，分别是番莲纹、梅花纹、菱形纹、莲瓣纹、缠枝莲纹、与璎珞及铃铛纹饰等。各种纹样
都施以工整细致的迭晕手法。端庄规整，层次分明，纹样严密，浓重瑰丽，充分展现了绮丽华贵，臻于成熟的
盛唐风格，精妙绝伦。此作来源于张大千知己山田喜美子女士的珍藏，离开日本后，张大千与山田保持着密切
的书信往来。从画作精美装裱之工艺，可见山田喜美子与其家人对此作的钟爱。 

吴冠中所创作的《燕语乡音》画面明快灵动，从风景中提炼表现形式美感的元素，即线条、色块及色彩，在拆
解再重构的过程中，表现抽象美感及主观观感，展现了一幅生趣盎然、朝气勃勃的生活情境。画面中，水墨色
块围绕而呈现的留白空间，形成了白墙，表现了“白”色的空灵和纯净美感。《燕语乡音》也透过留白的美感，
表现一种澄明无我、圆融和谐、永恒宁谧的境界。 

创作《金秋》之时，林风眠已晋八秩之龄，创作激情丝毫未减，几乎要将生命揉入每一笔中。画面所绘景色正
值仲秋时节，近景由两颗色彩鲜艳、高大挺拔的树占据画面的三分之二，形象顶天立地。湍急的河流穿过村庄
蜿蜒而来。正中为黑瓦白墙的屋舍坐落在高大茂密的树林之中，预示着秋天的金色、红色树木透过层层堆栈，
使用焦点透视的同时营造山水的深远意境。高大苍莽的松林与秋色，平远壮阔的山峦在烟云迷蒙中若隐若现，
增添了一分静谧淡泊的气韵。在此空间各种意象中，林氏创造的自然生命充满了色彩、热情与力量，一如其在
艺术创作中孜孜不倦、生生不息地追求尽善尽美、天人合一的境界。 
 



 

 
张大千《临盛唐藻井》 

设色纸本 镜心 63×64 cm. 
来源：山田喜美子旧藏， 

作品得自于山田喜美子家属 
估价：HKD 1,000,000 - 1,500,000 

 
吴冠中《燕语乡音》 

设色纸本 镜心 69×69 cm. 
来源：王良福先生珍藏 

 
估价：HKD 1,000,000 - 2,000,000 

 

 
林风眠《金秋》 

设色纸本 镜心 69.5×68 cm. 
来源：王良福先生珍藏 

 
估价：HKD 1,000,000 - 2,000,000 

 
珍茗佳酿 

 
珍茗佳酿部将呈献两个专场逾 520 件珍罕佳品，“陈年普洱茶及茶道具”专场将由极为珍贵的原筒百年同兴号青

饼．向庆记领衔，此为世间罕有的号级茶，更是首次现身拍场；另外，“陈年茅台酒、威士忌及干邑”专场亦欣
然呈献难得一遇的陈年酒与限量版名酒佳酿，包括 1970 年代“葵花牌”茅台酒以及轻井泽 50 年 - 1965 #8636，
完美糅合中西方的生活文化与品味。 

 

保利香港拍卖珍茗佳酿部主管桂湘表示：“我们一直贴合藏家的生活品味，将东西方品茗、品酒的精髓，以视
觉与味觉的交汇，缔造多场精彩拍卖盛宴；此次为各大藏家精心搜罗各式各样的陈年普洱茶、茅台酒、威士忌
及干邑，更将瞩目呈献首现拍场、旷古绝今的百年同兴号青饼．向庆记，唇齿间回荡的百年滋味，象征保利香
港的十年蜕变，我们期望日后继续发掘更多值得收藏的珍茗佳酿，宣扬富有东方特色的生活品味。” 
 
 

同兴号茶庄原名为顺祥号，亦称为中信行，始创于清雍正十年（1733 年）的易
武镇，是历史记载以来，云南第一家正式注册成立的茶号。1921 年前后，同兴
号茶庄年产规模达五百担，属大型茶庄之列，并与后期成立的同庆号、福元昌

号和宋聘号被称为易武“四大家族”。这筒同兴号．向庆记青饼首次出现拍场，竹
箬外壳依旧完整，掀开一角，蓝纸黑标内飞清晰可见。整筒茶重量约 2246 克，
干仓储存。 

 

 

 

 

“葵花牌”是文革时期的特殊注册商标，生产周期仅 9 年。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原商标“飞天牌”采用敦
煌壁画的飞天图案，有“四旧”嫌疑被停用，取而代之的则是寓意“朵朵葵花向太阳”的“葵花牌”茅台。 

 

百年同兴号青饼．向庆记 
数量：原筒7片 
总重量：约2246 克 
工序：生茶 
估价待询 



 
易武位于西双版纳是知名六大茶山之一，自古以来便为知名茶山，茶庄林立百家齐放，当时仅以单一产区纯料
制作，至今更是最多 1949 年之前制作陈年茶饼的最多的产区，于清代更是皇室用茶的生产地之一；全境位于
北回归线以南，为云南境内纬度最低、年均温与降雨量最高的茶区，王德传精选易武千年古茶树春蕊，为中国
寮国交界之千年古树茶区，其茶芽硕大、茶气十足。易武千年古茶树，茶汤厚实饱满、入喉甘润令人舒缓优雅
迷人，历经近十年陈放细致中更增添岁月的韵味，是值得期待的茶品，宜饮宜藏。 

 

另外，轻井泽 1965 年份酒于 2016 年装瓶，以庆祝 La Maison Du Whisky 成立 60 周年。这间巴黎零售商是法
国 Number One Drinks 的分销商，发行过许多独家版本的轻井泽威士忌。包装在原装展示盒中，内含染料、
刷子、陶瓷混合盘和独特的 90 号橡皮图章。 

 

 
1970 年代“葵花牌”茅台酒 

度数：54% 
容量：540 ml 
数量：1 瓶 

 
估价：HKD 150,000 - 250,000 

 
2013 年 易武春蕊（千年古树） 

数量：原筒 7 片加 1 饼 
总重量：约 2840 克 

工序：生茶 
状态：干仓 

估价：HKD 88,000 - 150,000 

 
轻井泽 50 年 - 1965 #8636 

单一麦芽 波本桶 
1965 年入桶 2015 年装瓶 
桶号 8636 全球限量 199 瓶 

ABV 62.6% 700 ml 1 瓶 
估价：HKD 260,000  - 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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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A-FCPC-WIN  
百度网盘：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WOA-FCPC-W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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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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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WOA-FCPC-WIN
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WOA-FCPC-WI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