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现在高科技令复制更精准，是否会
令版画的收藏价值面临新挑战？ 比如我们看到一
些版画家转攻其他艺术领域，你如何看这种现象？

齐喆：版画的确是很出人才的一个画种，接受
过版画教育的艺术家在相关的艺术领域， 比如说
影像、当代艺术、空间媒介、跨媒体艺术等领域，都
出了非常多的跨界艺术家。 我认为这首先和中国
国内版画市场没有达到应有规模有关。 但更重要
的是，我认为版画家具有一种特有的计划性、材料
性、媒介传播性的版画思考方式，其他画种的从业
人员可能比较难具备这么综合的素质。 版画的特
点恰恰和当代艺术的很多特点是有关联的， 所以
很多版画家会往当代艺术转换。 有些人继续在传
统的凸、凹、平、漏 4 个版种里做探索和发展，有些
人开疆拓土，向其他的领域扩张。 我非但不觉得这
是悲观的事情， 我甚至觉得这恰恰应该成为一个
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这是艺术上拓展的探索。

国内最典型的例子应该是徐冰，他在央美接受
了严格的本科和硕士的版画教育，对版画的复数性
和间接性的理解程度是超越一般版画家的。在他后
期的当代艺术作品里，也能感受到包含有很多版画
创作的思考方式。中央美院副院长苏新平也是做版
画出身的，他现在还坚持版画创作，但是也拓展了
自己的创作媒介与方式。包括现在中央美院实验艺
术学院院长邱志杰，本科也是学版画的。

羊城晚报：版数的价值是否要留意？
齐喆：版数的价值这个也很关键。 我觉得中

国版画市场没有真正形成，跟艺术家太过浪漫的
不严谨的签名和版数有关。 老一辈艺术家对这方
面不够重视，就会出现藏家的不信任感。 但近年
来对版数的控制和约束会越来越严谨。

具体的作品的版数设计，跟作品印制的技巧和
工作量有很大的关系。 有些版种比如黑白木刻，印
制的技术难度相对低一些， 印多些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像我的版画作品中还介入了一些金属媒介，很
难有工坊可以代替印制，在完全要靠自己印制的情
况下，我更强调版画的间接性，对它的复数性我并
不过分强调，所以作品的印数一直比较少。 我认为
除了刻版，印制过程也很关键，在决定我的版画作
品最终魅力的因素中，印制的作用起码占了一半。

我觉得版画家要综合判断自己的市场可能性和
精力，对版数的签署应该更严谨，不要少也不要多。

黄轶群：版数的意义是很直观的。 版数越少，
相对而言收藏价值就会越大。 这也是为什么说要
挑选一些更专业或有信誉的画廊、机构去进行收
藏，因为他们也会帮艺术家更科学、更合理地去
规划版数，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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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双钩填廓”是书法的专业
用语，指用一张透明或半透明的
纸，铺在书法作品真迹上，用笔
将真迹的字描出轮廓，然后按原
作填墨的复制方法。 古人没有复
印机，但可通过用这种方法真实
地复制原作。 据史书记载，元兴
元年即公元 105 年，汉和帝时尚

方令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因此，
可以断言“双钩填廓”这种复制
术应在东汉便已经发明了。 有了

“双钩填廓”法，加上有书法家高
超的技巧，书法珍品便可一件件
复制出来。

说到书法珍品，就不能不说
“书圣”王羲之所书的《兰亭序》

了。 公元 353 年的农历三月初
三，王羲之与几十名好友在绍兴
山阴兰亭修褉， 其间“曲水流
觞”，诗酒唱酬，王羲之写下了举
世闻名的《兰亭序》。 后来这件传
世之宝落在唐太宗李世民手上，
李世民便令当朝著名书法家以”
双钩填廓”之法临摹数本，分给
皇太子和亲国戚、近臣。 而最后，
《兰亭序》真迹却依唐太宗遗嘱，
随唐太宗葬入昭陵了。 值得庆幸
的是，当年冯承素奉旨临摹的一
件却侥幸流传下来。 冯承素是唐
太宗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

人们用“笔势精妙，萧散朴拙”来
形容他的书法， 据说他临摹的
《兰亭序》最接近原作，不但字体
间架结构完美，而且连墨彩的浓
淡都相当精到，把王羲之“秀美
多姿、神清骨健”的书法风格表
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冯承素临本外 ， 欧阳
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是初
唐四大书法家， 他们都临摹过
《兰亭序》，其中虞世南、和褚遂
良临摹的《兰亭序》也被保存下
来， 均被后人视为书法神品，但
他们可能没有采用“双钩填廓”

方法，而是对临，在间架结构和
用笔等方面多少渗透了个人的
风格与特征，与原作或多或少有
出入，故冯承素临本被认为最忠
实于原作和最为传神的。 除了
《兰亭序》，王羲之的《快雪时晴
帖》、《姨母帖》 也被唐代书法家
以“双钩填廓”法临摹而保存下
来了。

“双钩填廓”法不单用于临
摹书法真迹，对学习书法也是一
条快捷方式。1961 年我随岭南书
法大家麦华三先师学习书法，入
门第一天麦老师便在一张几寸

长的《月宫殿》上以楷书写我姓
名：“梁君度”三个字，让我回去
以“双钩填廓”、“单钩对临”和对
临的方法各写一百遍，以后每次
给我的功课都如是。

须知写楷书最重“提、 按、
顿”。 以“双钩填廓”法临摹时，若
填墨出廓， 说明用笔按得重了，
若填墨留白， 说明用笔按轻了。
只有不出廓又不留白，才表明你
用笔提按恰好到位，这时便能领
略原作的用笔。 大书法家临摹王
羲之真迹尚且用此法，我们学习
阶段，岂能不用此法？

在现代人眼里，折扇的意义已不
仅是以生风凉的工具，扇骨雕琢、扇面
书画， 已成为一种集多种艺术表现形
式于一身的艺术品。这一怀袖雅物，更
是收藏家们的心头爱物。 近日的北京
保利秋拍，便特别辟出“琳琅集———名
家妙墨专场”，展出了清末至民国时期
各位风流名士的“怀袖之物”，从京津
画派中的“松风画会”、“中国画学研究
会”、“湖社画会”、“白石专题” 到海上
画派的“任氏画风”，“海上四家”，“金
石书画”、“西泠印社”、“蜜蜂画社”
等，折扇轻摇，风流尽显。

中国的扇子种类繁多， 但传承至
今的当属团扇与折扇， 其中折扇更受
人青睐。折扇又称“折叠扇”，也有称为

“聚头扇”，因其收时可折叠，用时则撒
开，又称之“撒扇”。 有史料记载，中国
人使用折扇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 北
宋熙宁七年， 邓椿在一部关于中国画
画史的著作中， 曾说起当时中国北方
出现一种用鸦青纸制作的高丽折扇，
上绘莲花水禽、 云气月色和仕女等图
案。 1978 年，江苏武进南宋墓中曾出
土的黑漆奁上， 绘着一个手持折扇的
仕女，扇面上有一幅花鸟画。

从元到明，再从明到清，至民国，
折扇已成为才子佳人、文人雅士的身
份象征和必备雅物。 直至明清两代，
随着制扇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
度和新的品种不断涌现，除了扇风功
能保持不变外， 也逐渐与政治制度、
社会生活、民间习俗，以及艺术家的
情感表达，发生着日益密切的关系。

拍场精品

书法杂谈

怀袖雅物
清风一握
折扇收藏，蔚为大观

“双钩填廓”可传神 文 / 梁君度

受访嘉宾

齐喆
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

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美术家
协会壁画艺委会秘书长、中
国壁画学会常务理事

李卉仟如
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

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总监

黄轶群
逵园艺术馆负责人、东

平典当博物馆馆长、 艺术品
藏家

在近年来轰轰烈烈的收
藏市场上， 版画与其他类别
相比，价格门槛不高，被认为
是“收藏大师的入门之选”。
人们往往能以相当低的价
格，买到大师之作。 尽管我们
也常见到安迪沃霍尔的版画
作品动辄拍出千万美元，但
即便是毕加索、 米罗这些人
们耳熟能详的西方大师，或
是中国油画市场领军者赵无
极，他们的版画也常在 10 万
元人民币区间内便可买到。

当一些著名版画家的作
品， 以博物馆收藏的同等级别
进入艺术爱好者的家中， 很多
人也许在庆幸， 国内的版画收
藏市场还未成规模。 在如今新
藏家大量入场的背景下， 版画
是否会到受到更多关注？ 市场
上对版画的反应有何变化？ 为
何版画会成为各门类艺术家的
跨界之选， 同时也有许多版画
家转向别的艺术领域？ 科技的
进步， 对版画创作和发展意味
着什么？收藏版画，怎样才是更
理性的态度？ 羊城晚报记者请
来版画艺术家、画廊经营者、拍
卖行业界人士深入探讨。

版画收藏：
“大师入门之选”，
能否靠新藏家建立新秩序？

羊城晚报： 为年轻藏家所广泛关注
的 “大师入门之选”， 与艺术家所谈的版
画，会否常常有所错位？ 例如现在市场上
非常热门的原作授权限量复制；其他绘画
门类艺术家的材质创作尝试，例如赵无极
的版画探索， 毕加索为插画所做特别版
等；还有版画家的艺术创作。 你怎么看这
几种不同类型版画的艺术价值和地位？

齐喆： 在谈到的这三类不同的版
画作品时， 可能年轻藏家对版画的认
知程度，和版画界自身的认知程度，恰
恰是相反的。

第三类版画家的艺术创作在艺术
界是最受关注的核心。 第二类其他门
类的艺术家从事的版画创作， 其实从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
艺术家都往往会介入到版画的创作中
来，而且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所以也
是我们版画界很关注的内容。

至于原作授权限量复制， 严格意义
上来说， 它是作为其他画种借助一个媒
介产生更大量的推广， 它主要的目的还
是在商业范畴里， 与我们现在所谓的创
作版画有一些差别。 版画家当然也会关
注到这个话题， 因为这批艺术家往往是
在大众更熟悉的艺术领域， 达到了广泛
的社会知名度， 市场对他们的作品有更
大量的需求， 他们才会借助版画的复数
性来进行复制，所以从销量来说，占的市
场比例非常大，大家的关注度也比较高。
但是作为一名版画家， 我认为这一类媒
介复制性的作品， 在创作时并未考虑版
画所特有的艺术语言， 更多是借助现代
的高精微喷技术完成的， 它跟我们传统
意义上的版画的概念还是有些差别的，
它的艺术价值更多的是体现在它原来创
作时所依托的媒介， 比如国画或油画的
艺术价值，而不在于版画的价值。

但我接触的新一代版画家也并不排
斥这种知名艺术家的限量推广进入到市

场中来， 因为媒介传播性本身也是版画
这个画种的一个特点， 现在其它画种的
艺术家捕捉到了它， 利用复数性和传播
性来扩大他的受众，我觉得无可厚非。

我认为中国的书画艺术市场是非
常庞大的，可以包容的量很大。 凡是具
有强烈排他性的， 多少是有些自卑心
理。 版画的市场好不好，不是因为这批
复制作品冲击造成的。 藏家应该清晰
地理解这些都称之为“版画”作品之间
的区别，这一点解决了，我觉得是各取
所好，你选择哪种类别的作品，我觉得
都无可厚非。

李卉仟如：版画艺术包涵了木板、
石版、铜版、丝网版和综合版等各类不
同版种。 版画家按照不同的创作需要，
使用不同的版种进行创作。 每一种版
种的语言都各有所长， 从版画作品中
能看到清晰的媒介痕迹。 比如说古元、
李桦、黄新波等这些优秀的老版画家，
作品中的情绪通过木刻版画的形式强
有力地表达出彼时人物坚毅的信念，
是具有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的。

而其它艺术家， 有些并不是以版画
见长的。 这些艺术家对于版画艺术偶发
性魅力的研究可能更为痴迷， 作品同样
精彩，也为他们的创作带来新的灵感。 我
们在看这些作品时， 可以把它看作是艺
术家们不同状态的一种创作， 或者是更
个人趣味化的尝试。 这些可以作为对艺
术家作品收藏体系的一种补充。 比如说
毕加索对麻胶拓版画同样具有技术创
新,他将工艺进行缩减，提出“绝版术”,
促进了麻胶版画在欧美的广泛普及。

原作授权限量复制给了我们更好
地近距离接触艺术大家的机会：这些作
品在艺术家的严格把关下，最大化地还
原原作的色彩、造型。 同时也为艺术爱
好者提供了一个低成本收藏的入口。

羊城晚报：你如何看待版画的价值？

李卉仟如：现在是一个年轻藏家入
场的转换期。目前国内市场上一些过千
万、百万级别的大价位做品，大部分还
是会在 50 后 60 后藏家手里。70、80 甚
至 90 后新藏家， 很少有买家能够拿下
这些重量级作品。但是大家开始对“美”
有了关注和需求，让艺术品走进自己的
生活， 打造有风格有腔调的空间环境，
那么收藏什么就变成了他们的课题。

这时版画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初级选
择。 它不会让我们出错：一方面无论上述
三种不同种类的版画，都是真迹，且价格
低。 另一方面， 这些作品往往都是代表
作，它还提供了美育价值，让大众去阅读
艺术，这个是很关键的。 可以通过版画作
品，进入收藏市场，逐渐升级收藏体系。

黄轶群： 随着版画媒介和概念的发
展和延伸， 版画的收藏价值确实有待市
场重新思考或者更精确的细分， 但我觉
得版画本身就是一种相对大众的收藏种
类， 会随着大众对于艺术收藏范围扩大
和认知的不断提高，有更真实的体现。

版画的传播性、 可读性是很强的。
这种形式令大众容易去欣赏和接受，加
上价格门槛相对较低，我觉得，无论是
哪一种类的版画，只要是建立在作品具
有艺术性的基础上，再保证了限量和真
实性，就会有它的市场价值。

羊城晚报： 版画藏家的特点是什
么？ 年轻藏家的喜好是否明显？

齐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
的话题。 就我个人接触的一些版画藏
家而言， 他们具有良好的其他学科背
景，甚至具有良好的美术教育背景。我
的版画作品挺多是美术界的人在收
藏，他们自己所从事的画种，市场价格
往往远超版画价格。 而我个人也收藏
我所喜欢的版画家作品。 比如我早年
就开始收藏郑爽老师的作品。 像这样
的博物馆级的作品， 我们私人家里也
能挂着同样的藏品， 我觉得这就是版
画的复数性不可取代之处， 这是其他
任何画种都不可能做到的。

很多收藏版画的藏家可能不见得
是单纯出于投资的考量， 更多是自我
对于艺术审美需求、精神需求的考量。

李卉仟如：70 后、80 后甚至 90 后
的新藏家，其中大多部分具有高学历，
经常逛博物馆、美术馆，或本身就是设
计师、 建筑师、 从事与艺术相关的行
业，在收藏初期会节省成本选择版画。

年纪较长的藏家相对偏爱传统
的、本土的，与他们更贴近的作品。 新
藏家更能接受不同的艺术带来的感观
享受，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

版画藏家， 具体在不同的门类分
布也不同。 比如说专门收藏版画家的
作品，他们会相对传统，注重学术性。
新入场藏家， 可能会喜欢西方的大师
作品的版画。还有一批中青年藏家，他
们基于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喜好，比
如喜欢中国当代艺术的，那么“四大天

王”的版画作品，也是他们整个收藏系
统里面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 国内有学者如代大权
曾说版画是一个尚未形成市场规模的
画种，你的看法？ 目前版画的主要收藏
渠道是怎样的？

齐喆：我同意。 版画有市场，但以
规模化的考量来看， 显然还没有达到
应有的规模。它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没有那么悲观。

其实版画在业界的学术口碑是非
常好的。靳尚谊先生曾说，中国艺术在
市场冲击最强烈的时候， 版画恰恰因
为没有形成规模性的市场， 所以让版
画家保持了一个相对平和、冷静、学术
化的心态，创作也更学术一些。在刚结
束的第 13 届全国美展十件金奖作品
里，版画获得了两件金奖，当然这个不
是一个主要评判标准， 但是某种程度
上反映了在业界对版画的认可度还是
非常高的。

随着中国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审
美能力人群的增加， 版画的市场规模
会逐步扩大。 中国的艺术市场的可能
性还有很大，版画易于入手，处于很实
在的市场状况， 我觉得它未来还有极
大的可能性与发展空间。

黄轶群： 目前版画的主要收藏渠
道， 可能还是在画廊和一些专业的博
览会上， 一些有名气的拍卖行也有涉
猎。 但总体来说，在中国，版画不算是
一个形成系统规模的收藏门类。

羊城晚报：整体国内市场来看 ，市
场状况如何？

李卉仟如： 我觉得版画的接受程
度， 不像其他画种在大藏家群体那里
的接受度那么高。 崇正今年秋拍中，

“蜕变中前行” 中的西方重要艺术大
师作品， 像毕加索的版画， 是作为海
报招贴的实验性创作。 这种特别版的
数量是非常少的， 所以它的价格也会
比较高。 另一个新兴木刻时期主题，
我们希望用中国的版画与西方做一个
对比。

但从投资心态来看， 我觉得藏家
们考虑更多的是保值。 版画具有保值
的稳定性，价格很稳定，但它的升值是
缓慢且稳健的。 因为与其他艺术门类
相比， 它不具备像天价收藏品的那种
稀缺性。当然，这种现状我认为是市场
对版画的偏见造成的。

黄轶群：除此以外，近几年市场还
有一个趋势可以留意。 随着潮流文化
的影响， 年轻一代对版画的接受和喜
爱程度越来越高， 而且年轻客户群体
也会关注数码创作和一些插画、 动漫
类型的现代版画，所以说，市场外延也
在变大。

作为藏家， 除了看作品的学术艺
术价值外， 有时会因为某个系列有特
别的意义而被打动。 比如我三四年前
收藏过亨利·马蒂斯的一件版画，是他
为朋友创作的一个海报。印量很少，每
一张都有马蒂斯签名，更重要的是，这
是马蒂斯看完这个朋友的一封书信，
为了他这个爱情故事而创作的。 对于
喜欢马蒂斯的藏家来说， 这就很有收
藏意义。

【艺术价值】
版画几种，艺术何价？壹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图 / 受访者供图

【收藏状况】
版画收藏，是否靠年轻藏家建立新秩序？贰

【收藏 tips】
高科技发展，
会否令版画收藏面临挑战？

叁

折扇因其收迭自如，携带方便，扇
面书画、扇骨雕琢，集器用与审美于一
体，迅速流行，出入怀袖之间，有“怀袖
雅物”的别号。 折扇经过明清两代的发
展， 扇子本身制作愈发精良， 名家辈
出，已形成一门独特的工艺，又有了扇
袋、扇坠和扇盒等附属的工艺品，更因
扇面成为了特有的艺术介质， 以至书
画家无不在这方寸之间一逞毫墨。 一
柄折扇融合了书法、绘画、装裱、雕刻、
编结、镶嵌、髹漆等多种艺术。 论材质，
有纸、竹、木、象牙、玳瑁、翡翠、飞禽翎
毛等。 论扇面，可以容纳山水、花鸟、草
虫、人物；论书法，可以涵盖草行隶篆
各态书体；论扇骨的雕刻，则有阴刻、
阳刻、留青、贴簧、镂空透雕诸般工艺。

折扇收藏有不少的讲究。 如某折
扇藏品标注介绍为“9.5 寸 18 方排口
2.0 古方玉竹”，内里就有不少行话：

首先，9.5 寸指的就是折扇中大
骨的长度， 一般也就是这把扇子的
长度。 18 方则指的是折扇大骨加小
骨的数量。 所谓大骨，即是折扇最外
侧的两根扇骨； 小骨就是内侧插进
扇面的细小扇骨。

再说“排口”，指的是大骨顶端最
宽的地方。 排口的用途是在制作扇面
的时候， 可以根据排口的大小来裁
制。 一般比较常见尺寸的排口都是有
标准的，如9寸18方或是9.5寸18方的
排口一般为2.0cm，10寸13方的折扇
一般排口为3.3cm。

至于古方， 指的是折扇的头型，
也就是折扇底部的形状。 一般比较常
见的头型有挑灯方、古方头、马牙头、
花瓶头、和尚头、燕尾头等等。一般折
扇收藏的人几乎每种都会力求一把。

而玉竹，则指折扇的材质，也是
折扇收藏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广受
认可的材质有玉竹、棕竹、湘妃竹所
制作的竹扇， 湘妃竹更是文玩折扇
收藏中的佼佼者，价格昂贵。

扇面上的书画，是折扇收藏的核
心部分， 也是它成为文人雅士爱物的
原因。在扇面上写书作画，是中国乃至
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通
过在扇面上作画， 使得一把扇子可以
通古今、知荣辱。 从明代四家唐、沉、
文、仇始为书画，到明末的董其昌，清
初王时敏、王鉴，名家恽寿平，名臣刘
墉，到清末吴昌硕、任薰、钱慧安等，
各流派异彩纷呈，蔚然大观。 收藏大
家吴湖帆，就曾历时 20 多年之久，集
藏了 72 位清代江南状元书写的扇
面，成为折扇收藏名士圈中脍炙人口
的故事。 （整理/施沛霖）

张大千、吴华源 通泉幽壑、竹石双清
图 / 北京保利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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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毕加加索索《《快快乐乐小小丑丑嘉嘉年年华华》》纸纸本本麻麻胶胶拓拓版版画画

胡胡安安··米米罗罗《《飞飞翔翔》》纸纸本本九九色色石石版版版版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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