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 

 

富艺斯与保利拍卖“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和设计”2020 香港秋季拍

卖，荟萃东西方艺术名家杰作 
 

晚间拍卖 12 月 3 日、日间拍卖 12 月 4 日于香港金钟万豪酒店举槌 

 

 
格哈特·里希特 

《抽象画 682-4 号》1988 年作 

油彩 画布，72.5 x 62.2 公分 

估价：20,000,000 – 30,000,000 港元 

 
朱德群 

《构图 65 号》1960 年作 

油彩 画布，145.4 x 89.2 公分 

估价：15,000,000 – 20,000,000 港元 

 

 

香港– 2020 年 11 月 10 日 – 富艺斯与保利拍卖将于 12 月 3 及 4 日联袂呈献―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和设计‖香港秋

季拍卖，亮点拍品除了早前宣布领衔本季拍卖的奈良美智重要代表作《温室女孩》，更汇聚一系列包含格哈

特·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尚·米榭·巴斯奇亚（Jean-Michel Basquiat）、朱德群、赵无极、草间弥生及克

里丝汀·艾珠（Christine Ay Tjoe）等东西方艺术大师名作，以及近期在拍场上展露锋芒的已故华人艺术家王俊杰

最为人所知的风景画。本季拍卖也将引入一众首次亮相亚洲拍场的艺坛新星作品，包含卢卡斯·阿鲁达（Lucas 

Arruda）、艾米莉·梅·史密斯（Emily Mae Smith）、萨尔曼·托尔 （Salman Toor）、泰特斯·卡帕尔（Titus 

Kaphar）和德雷克· 福德乔（Derek Fordjour），为亚洲艺术市场注入新活力。本次由两大拍卖行联袂呈献的―二

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和设计‖拍卖盛会阵容鼎盛，作品精彩多元，除了于香港金钟万豪酒店现场举槌，也将透过富

艺斯官方网站与手机应用程序，以及保利拍卖手机应用程序与微信小程序全程直播并接受全球各地藏家网上竞

投。  

 

https://www.phillips.com/press/release/phillips-announces-a-seminal-yoshitomo-nara-canvas-to-highlight-their-20th-century-contemporary-art-and-design-hong-kong-november-sales-in-collaboration-with-poly-auction
https://www.phillips.com/zh
https://www.phillips.com/zh
https://www.phillips.com/digitalsaleroom/


富艺斯亚洲区主席陈遵文（Jonathan Crockett）表示：―这次与保利拍卖的合作是富艺斯持续推动扩大在亚洲

区发展的又一新举措。我们很荣幸宣布将隆重呈献格哈特·里希特、尚·米榭·巴斯奇亚、赵无极、朱德群及奈良美

智等一系列顶尖国际艺术家的一流作品。除了蓝筹艺术家，富艺斯也一如既往地带来多位新晋艺术家的创作，涵

盖卢卡斯·阿鲁达和萨尔曼·托尔等多位近期在海外备受瞩目的艺坛新星，皆为首次登入亚洲拍场。这次开创性的

联合拍卖代表着富艺斯在亚洲蓬勃增长的全新里程碑，也彰显了我们致力于亚洲区发展的承诺。我们期待迎接来

自全球各地的藏家与艺术爱好者，于今年 12 月一同共襄盛举，参与这次极具纪念性的拍卖会。‖ 

 

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益修（Alex Chang）表示：―保利拍卖是中国领衔的拍卖行，而富艺斯作为拥

有逾二百年悠久历史的国际拍卖行，在西方艺术品交易领域有着丰厚的经验。保利香港成立 9 年以来，不断地追

求门类的创新与专题规划的多元性，每年均创造新的成交纪录，2019 年实现成交总额近 17 亿港币，表现持续稳

健。当中现当代艺术部成绩卓著，目前保持赵无极‗甲骨文‘时期、吴冠中油画及奈良美智雕塑和装置作品之世界

拍卖纪录。这次的联合秋拍集结两家拍卖行的力量与资源，将为藏家带来更为丰富的艺术面貌，也印证了保利香

港持续创新、为藏家带来最佳艺术品的核心宗旨。此次从亚洲到欧美现当代艺术的名家之作，将在 12 月汇聚香

港，必将令市场耳目一新。‖ 

 

战后抽象艺术大师 

 

本季晚间拍卖将呈现格哈特·里希特、朱德群和赵无极三位二十世纪抽象艺术大师的杰作。格哈特·里希特从

1970 年代开始充分尝试各种抽象画法，而 1988 年所创作的《抽象画 682-4 号》（第一页左图）是艺术家最著

名之―抽象绘画‖系列作品中耀眼的代表作，在创作此画的同一年，他于芝加哥当代美术馆和东京当代艺术画廊分

别举行重要的个展。画面上可看出艺术家令人神迷目眩的创作手法，以极具冲击性的红色、鲜明的绿色、深沉的

蓝色和灰色堆叠并纵横交错，营造色彩斑斓的视觉效果，配上丰饶的层次及复杂的纹理，也让作品充满动态的质

感。  

 

1960 年是朱德群旅居巴黎之际，走上抽象绘画道路的创作巅峰时期，从《构图第 65 号》（第一页右图）可以看

见中式水墨的意境，笔意奔放而流畅，色彩层次表现丰富，传达了艺术家对大自然谦恭的礼赞，将东方书画精神

之中师法自然的历史传承，绝妙地转化在西方油彩的创作媒材上，可视为朱德群早期创作中的代表佳作。 此画

作的垂直形式进一步强化了对卷轴式中国古典山水画的指涉，以画布作为基础，油画颜料作为介质，朱德群通过

使用最为西方化的表现形式，对中国传统的基石做出完美的诠释，推动了对中国艺术复兴的追求，并成为 1960

年代黄金十年的特征。  

 

陨落的天才艺术家 

 

 
尚·米榭·巴斯奇亚 

《古代科学家》1984 年作 

压克力 油画棒 打印纸拼贴 画布，168 x 153.7 公分 

估价：50,000,000 – 70,000,000 港元 

 
王俊杰 

《夕阳之河》2018 年作 

油彩 画布，203.2 x 178 公分 

估价：7,000,000 – 10,000,000 港元 



 

本季晚间拍卖另一焦点是尚·米榭·巴斯奇亚和王俊杰这两位如星火般陨落的天才艺术家的经典钜作。两位英年早

逝的艺术家在短暂而传奇的一生中创作了许多充满独特个人风格与情感的作品，留给艺术界无限的惊叹和追思。

巴斯奇亚创作《古代科学家》时年仅 24 岁，极早成名的他在当时已经举行过多个知名美术馆个展，作品备受全

球著名画廊及藏家追捧。此作由古典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并展现了巴斯奇亚对毕加索的崇拜，让人联想

到毕加索知名的《面具》系列创作。画面底部以花卉为主角的打印纸拼贴，与作品名《古代科学家》相呼应，亦

表达了艺术家对打印复制技术和结构美学的兴趣。而本次所呈现的上乘佳作，完美展现了巴斯奇亚自由挥洒的打

印拼贴所创造的独特美学价值，层次分明且具多层意义。  

 

如梦境般充满诗意的风景和静物画使王俊杰的作品备受世人赞

扬，他色彩缤纷的画作及生动的绘画手法宛如呈现一部艺术史

——以传统中国书画的笔法，借鉴西方表现主义大师梵谷和柴

姆·苏丁栩栩如生的画风，以及纳比派和亨利·马蒂斯在画面抽

象表现主义的色彩应用。近两米的大尺幅作品《夕阳之河》在

艺术家不幸逝世的前一年完成，描绘了黄昏日落时分河畔的浪

漫美景，两旁郁郁葱葱的树叶，沐浴在金色的夕阳光芒下，令

观者犹如置身其中，进入艺术家的想象空间。  
 

卓越超群日本当代艺术佳作 

 

除了刊于艺术家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作品全集首卷封面的《温

室女孩》，本季晚拍也将呈现奈良美智另一件重量级作品。超

过三米高的《无题》是目前拍卖市场上最大尺幅的奈良美智作

品，画中蓄长发的女孩、星空般的双眼以及身处涟漪荡漾的水

洼为艺术家创作的集大成。他将波光粼粼的水波背景置入巨幅

的木板上，并保留木板的特殊材质与肌理，但无论是颜色的运

用或线条的空间感，都有别于其他木板创作的平面效果，隐藏

更丰富的细节。本作品综合奈良于立体装置计划后的新启示，

再度回归于平面的探索，他汇流两种型态的共通点与特性，将

自己的艺术生涯推向更多元的发展方向，可说是艺术家历经数

十年来的不断突破自我的总结。  

 

 
草间弥生 

《水果 [EPSOB]》2011 年作 

压克力 画布， 112 x 145.5 厘米 

估价：7,000,000 – 12,000,000 港元 

 
MADSAKI 

《舞蹈 2 号》2017 年作 

压克力 喷漆 画布， 259.7 x 390.1 公分 

估价：2,000,000 – 3,000,000 港元 

 

草间弥生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可追溯到她的童年时期。从小在种子育苗场温室和田野度过儿时生活的她，对植

物、花朵和水果等有特别的情感，经常应用这些题材进行创作。《水果 [EPSOB]》沿袭她―无限网‖的基础概念，

并添加标志性圆点与有机符号的多重组合结构，以―网纹‖和―圆点‖两种核心形式，实践无限反复与增生的幻觉艺

 
奈良美智 

《无题》，2007 年作 

压克力 木板 艺术家手绘框， 

作品 286 x 241 公分，含框 310 x 265 公分 

估价：24,000,000 – 36,000,000 港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TAxMjczNA==&mid=2247488471&idx=1&sn=ec303071b634208df26370e36dc96907&chksm=e8abf3c6dfdc7ad0c35f1f932e473317d48c91bc30d1a9c2b2b4c92bc55193a4618687df4dab&mpshare=1&scene=1&srcid=1109EYh89zgGkEK5kGmkWJFl&sharer_sharetime=1604900439806&sharer_shareid=8eae0b1f2b1c8dca6c84d104b871d41d&exportkey=AhpUoZDjGu%2FPCr3VErA2OfM%3D&pass_ticket=%2BFqziE8pgwUTCPvStpfy3i9GxOYPtruN%2FutNZUCkfBZcQ9KqrXVxvIPs5nPzYaA9&wx_header=0#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TAxMjczNA==&mid=2247488471&idx=1&sn=ec303071b634208df26370e36dc96907&chksm=e8abf3c6dfdc7ad0c35f1f932e473317d48c91bc30d1a9c2b2b4c92bc55193a4618687df4dab&mpshare=1&scene=1&srcid=1109EYh89zgGkEK5kGmkWJFl&sharer_sharetime=1604900439806&sharer_shareid=8eae0b1f2b1c8dca6c84d104b871d41d&exportkey=AhpUoZDjGu%2FPCr3VErA2OfM%3D&pass_ticket=%2BFqziE8pgwUTCPvStpfy3i9GxOYPtruN%2FutNZUCkfBZcQ9KqrXVxvIPs5nPzYaA9&wx_header=0#rd


术。《Wannabe》可称为是 MADSAKI 最闻名的创作系列，他在该系列中通过其标志性的喷漆技巧对古典大师

的作品进行新的诠释。本次拍卖所呈现的《舞蹈 2 号》即出自这个著名的系列，重新演绎了伟大的现代艺术大师

亨利·马蒂斯于 1909 年所作的《舞蹈 I》，后者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阵容鼎盛中国当代艺术 

 

本季横跨日夜拍将呈现多件当今最知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包含张晓刚、

刘野、岳敏君、方力钧、周春芽、刘韡及黄宇兴等，阵容鼎盛，由张晓刚的

《梦游仙境》领衔。《梦游仙境》是艺术家早期绘画的关键代表作，丰富的画

面以一种卡夫卡式的冷酷、荒诞并充满强烈隐喻的宗教性图像标志为创作内

容，构造出幽灵式、梦魇般的超现实场景与奇异梦幻而充满视觉张力的氛围，

反映出张晓刚在 1982 至 1985 年―幽灵‖时期与 1986 至 1989 年―彼岸‖时期的

起承转合，无疑是探索他艺术发展历程的绝佳范本。  

 

亚洲女性抽象艺术先锋 

 

《无限之网》是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最具标志性的一个系列，巩固了她在世界

艺坛偶像级人物的地位。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以来，她一直对该系列进行不断

的拓展和延伸，而《无限网 （QRTWE）》正是其中一件杰出的典范之作。

《无限网 （QRTWE）》在艺术家于 2007 年在伦敦维多利亚米罗画廊举办的

两部分展览中首次亮相，与其他同年创作的单色《无限之网》画作一同展出。

这些作品让人想起艺术家最早在纽约布拉塔画廊展出并开启其星途的白色之网的绘画，体现了她作品中形式的显

著连续性，与她创作主题中挥之不去的迷恋形成呼应。草间弥生的标志性图案超越了艺术世界的界限，使人们一

眼即可辨识，而《无限网 （QRTWE）》对这一图案完美的重新演绎，也同样具有其独特性。  

 

《当黑与红难以成圆》充分表现了印尼当代艺术翘楚克里丝汀·艾珠对重叠线条、空间及抽象颜色运用的独特风

格。不仅凭借女性艺术家身份有别于同僚，而且作为同辈中的先锋抽象艺术家，克里丝汀·艾珠的作品极具辨识

度并引起深刻共鸣。本作品绘制于 2013 年，是艺术家职业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她的画风由具象转为抽象，多

幅重要作品均在同一年完成，包含 2017 年在富艺斯香港拍卖所拍出、至今仍保持艺术家世界拍卖纪录之作品

《小苍蝇及其他翅膀》。此作保留了一些具象语言的痕迹，包含在《小苍蝇和其他翅膀》中出现过的苍蝇状的生

物撞向红色圆形四周的一滩黑色，但在这里艾珠更鲜明地强调了她在直白而流转的色彩中，所表达单纯而原始的

情感。 

 

 
克里丝汀·艾珠 

《当黑与红难以成圆》2013 年作 

油彩 画布，202 x 173 公分 

估价：4,000,000 – 6,000,000 港元 

 
草间弥生 

《无限网 （QRTWE）》 2007 年作 

压克力 画布，  194 x 259 公分 

估价：15,000,000 – 20,000,000 港元 

 

 
张晓刚 

《梦游仙境》1985 年作 

油画 画布，91 x 73 公分 

估价：6,500,000-8,500,000 港元 



首现亚洲拍场的新晋艺术家 

 

年仅 37 岁的卢卡斯·阿鲁达（Lucas Arruda）是备受国际瞩目的巴西艺术家，他近年来参加了许多大型的国际性

展览，作品获得许多国际知名美术馆的收藏，于上海的个展也将于今年 11 月登场。艺术家备受赞誉的风景及海

景画中的景象皆来自脑海，不带有任何特定的视角，对混沌却熟悉的景色描绘是对时间的深思，不但引领观者沈

溺于大自然浪漫主义的宏伟之中，更促使我们将自己的个人经历和记忆带到作品内。《无题》出自艺术家经典的

《沙漠-模型》系列，为艺术家目前拍场上出现的最大尺幅作品之一，吸引观者近距离欣赏他在此作品中精心笔

触下的线条，好似黎明抑或黄昏时的地平线。本作品处于抽象和具象交集的张力之间，巧妙地体现了圣保罗艺术

家卢卡斯·阿鲁达对绘画这一媒介中所萦绕的感官氛围的探索。迄今在全球拍卖市场中出现过的《沙漠-模型》系

列作品仅少于 10 件，而本次拍卖所呈现的作品是艺术家鲜有的进入拍场之绝妙佳作。 

 

另外首次现身亚洲拍场并预计获得藏家关注的新晋艺术家为萨尔曼·托尔、艾米莉·梅·史密斯、及泰特斯·卡帕

尔。来自巴基斯坦的萨尔曼·托尔即将于纽约惠特尼美术馆举行首次大型个展，近期获得许多重要艺评和公共机

构的赞赏。同样获得许多公共机构赞誉的女艺术家艾米莉·梅·史密斯刚于富艺斯在 10 月份举行的伦敦晚拍中刷

新个人世界拍卖纪录，而今次首登亚洲拍场的作品《灰尘》，同样描绘她标志性的拟人化扫帚，在星空背景的陪

衬下，赋予浪漫的意味。 

 

 
萨尔曼·托尔 

《团体舞蹈》2012 年作 

油彩 麻布，119 x 152 公分 

估价：380,000 – 480,000 港元 

 
艾米莉·梅·史密斯 

《灰尘》2019 年作 

油彩 麻布， 27.9 x 35.5 公分 

估价：200,000-300,000 港元 

 
卢卡斯·阿鲁达 

《无题》2013 年作 

油彩 画布，50 x 50 公分 

估价：1,500,000 — 2,500,000 港元 

 

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和设计日间拍卖 

 

 
刘野 

《无题（自画像）》1997 年作 

油彩 压克力 画布，120 x 140 公分 

估价：5,000,000-7,000,000 港元 

 
王俊杰 

《美好的一天》2017 年作 

压克力 画布，60.9 x 50.8 公分 

估价：500,000-700,000 港元 

 
德雷克·福德乔 

《无题》2015 年作 

油彩 压克力 木板，157.7 x 101.3 公分 

估价：400,000-500,000 港元 

 

即将于 12 月 4 日举行的日间拍卖囊括一众知名国际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包含刘野、珍尼维·菲吉斯（Genieve 

Figgis）、王俊杰及 Mr.等。领衔本季日拍的是刘野从柏林回到中国之后于 1997 年所创作的《无题（自画

像）》，此作品卡通式的风格，描绘着胖胖圆圆的稚儿形象，是艺术家享负盛名的儿童主题作品的代表作之一。



另外，本季日拍首现亚洲拍场的为美籍非裔新晋艺术家德雷克·福德乔（Derek  Fordjour）的作品《无题》，他

的作品致力于探讨当前美国文化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探索种族及身份。除了艺术佳作，日间拍卖还将呈现一系

列丹麦、意大利和日本的设计佳作。本季的香港预展特别找来香港知名设计师、品牌顾问及演出者陈幼坚为

《Pantone》展间策展，他将从日拍当中挑选设计及艺术作品，搭配 Pantone 7603C 色调，来呈现这个独特空

间，必为到访者带来不一样的视觉飨宴。陈幼坚不断在创作领域上作出新的尝试，除了入选上海双年展和香港当

代艺术双年奖各两次，亦是首名香港设计师在 2007 年获邀于上海美术馆举办设计及艺术作品展，及于 2002 年

在日本最负盛名的平面设计画廊 Ginza Graphic Gallery 举行个展。其艺术及设计作品获全世界知名公共机构及

私人藏家收藏。 

 

“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和设计”香港秋季拍卖 

晚间拍卖：12 月 3 日，星期四，19:00 | 日间拍卖：12 月 4 日，星期五，11:00 

地点：香港金钟 JW 万豪酒店 

 

亚洲巡回预展 

日期 城市 

11 月 6 至 7 日 

11:00 – 18:00 

北京 

时间博物馆（北京市东城区鼓楼东大街 298 号） 

11 月 12 至 15 日 

（14 至 15 日公众预览 11:00-18:00）  

上海 

ART021 上海展览中心展位 E19（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 1000 号） 

11 月 17 至 18 日 

11:00 – 18:00 

深圳 

深圳鹏瑞莱佛士酒店（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 3008 号） 

11 月 19 日 

11:00 – 18:00 

台中 

丰艺馆（台中市西区五权西路一段 110 号 B1） 

11 月 21 日至 22 日 

11:00 – 18:00。 

台北 

BELLAVITA 宝丽广场 B1 艺文空间（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 28 号）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3 日 

10:00 – 19:00 

香港 

JW 万豪酒店（香港金钟道 88 号）  

 

传媒垂询 

富艺斯香港 – 许家宜（Ingrid Hsu），富艺斯亚洲区公关总监 ingridhsu@phillips.com  +852 2318 2043 

富艺斯香港 – 周隽（Jovy Zhou），富艺斯中国区市场及公关主任 jovyzhou@phillips.com +86 14716026088 

保利香港 – 林家愉（Fatima Lam），市场及传讯总监 flam@polyauction.com.hk  +852 2303 9891 

保利香港 –  陈燕娟（Jessica Chen），市场及公关资深主任     jchen@polyauction.com.hk    +852 2303 9892 

 
关于富艺斯 

富艺斯（Phillips）为全球首屈一指的二十及廿一世纪艺术与设计品交易平台，在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设计、摄影、版本作品、

名表及珠宝各方面均具丰富经验，致力为收藏家提供专业卓越的服务及意见。 富艺斯于纽约、伦敦、日内瓦及香港均设有拍卖中

心，定期举行拍卖会及展览，并在欧美及亚洲各地均设有代办处，同时透过网上拍卖平台，让世界各地的藏家参与竞投，并且透

过全球不同的艺术合作计划，致力支持当代艺术文化。 富斯亦为客户提供私人洽购，以及鉴赏、估价和其他相关金融服务。 请访

问 https://www.phillips.com/zh 及微信公众号：富艺斯亚洲，查看更多信息。  

 

富艺斯香港– 香港中环雪厂街2号圣佐治大厦14楼 

富艺斯纽约- 450 Park Avenue， New York， NY 10022 

富艺斯伦敦- 30 Berkeley Square， London， W1J 6EX 

富艺斯网站www.phillips.com 

关注富艺斯 Twitter  | Instagram  |  Vimeo  | Facebook  | 微博 | 微信（右方二维码） 

 

 

 

关于保利拍卖 

保利拍卖是香港上市央企保利文化集团旗下专业艺术品拍卖平台，在中国艺术品拍卖领域始终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涵盖拍卖、私人洽购、估值、金融服务在内的艺术品交易全产业链服务。 下设北京保利拍卖、保利香港拍卖、保利澳门保利

拍卖、厦门保利拍卖、山东保利拍卖等分支机构，业务网络覆盖亚洲、欧洲及美国多地。 拥有业务精深、信誉良好的专家团队，

积累了遍布海内外的大量优质客户资源，能够提供卓越而专业的艺术品购藏服务。 

 

保利香港拍卖– 香港金钟金钟道88号太古广场1座701-708室 

北京保利拍卖–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1 号新保利大厦三层 

保利澳门拍卖 – 澳门宋玉生广场 336 号诚丰商业中心 16 楼 G 室 

保利香港拍卖网站www.polyauction.com.hk 

北京保利拍卖网站www.polypm.com.cn 

关注保利香港 Instagram  | Youtube  |  Facebook  |  微信（右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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