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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鉴藏有道

吕
子
远

作者简介：中山大
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
事区域地方史研究。现
任职广东崇正拍卖有限
公司古器物部，从事研
究鉴定工作。

清代瓷器相较前代在颜色上
有一重大变化，即红釉和红彩技术
出现新突破并广泛应用。这使我
们经常能在清代瓷器上看到各种
绚丽的红色装饰。在清代以前，红
色不外乎铜红釉和矾红两种，前者
以永乐宣德官窑为著，但由于烧造
困难，所以多属皇家秘珍，后者则
一直作为彩瓷上的红色广泛使用，
瓷器上的彩色图案，无论是鲜花还
是红叶，肌肤还是衣衫，需要红色
的地方，几乎都由矾红全部包揽。

直到康熙年间，烧造铜红釉的
技术取得了新的进步，不仅青花釉
里红广泛出现在官民二器之上，铜
红单色釉烧造也比前代更为成熟，
而出现了后世所称颂的豇豆红、郎
窑红品种，前者发色粉红，清嫩淡
雅，有“桃花片”、“美人醉”之美名，
后者又称牛血红，发色深邃凝厚，
艳若宝石。若稽考文献，则会发现

豇豆红、郎窑红的名谓皆来自后人
命名，郎红釉是否与郎廷极有关亦
文献无征而屡遭质疑。

但若跳开旧有的讨论窠臼，
而去了解传世豇豆红、郎窑红瓷
器的身世，则发现它们甚多流传
海外，像是与清朝贸易关系紧密
的国家，公私收藏总少不了有豇
豆红柳叶瓶、太白尊、铜锣洗以及
郎窑红观音瓶等等身影。再去翻
阅近数百年西方记载和研究中国
瓷器的书籍，可见他们对中国红
釉瓷器尤为倾慕。从另一角度来
讲，清代康熙年间红釉技术的进
步，其实与康熙年间海外贸易的
蓬勃发展，瓷器的大量出口不无
关系。像豇豆红的粉红色以及郎
窑红类似红宝石的发色，不仅中
国人视为珍品，也因极为契合同
一时代西方上流社会的审美口
味，而拥有庞大市场需求。

清代豇豆红、郎窑红的技术
来源也许会让人觉得模糊不清，但
康熙年间另一种横空出世而且对
瓷器影响深远的彩釉技术却有着
明显的西方脉络，所说的即是后世
所称的胭脂红釉及胭脂红彩。

胭脂红比起铜红釉发色略为
偏紫，颜色艳丽非常，如同宝石，
运用得宜，则能变化出紫色和粉
红色，于是有了后来雍正的珐琅
彩和乾隆初年的景德镇洋彩、广
东的广彩，以及本土化之后的景
德镇粉彩。清代区别于康熙五彩
的彩瓷大系，最大特点就在于胭
脂红彩的运用。故英文称呼粉彩
瓷器借用了法语“Famille-rose”
一词，以专指那些以粉红色为主调
的中国彩瓷。17至20世纪，西方
介绍中国瓷器的英文书中，常用

“Crimson”或“Carmine”形容这
一颜色，而这两个词义都指略微偏

紫的深红色，前者还专门指一种从
胭脂红虫萃取出的一种深红色染
料。该染料出产于中美洲，16世纪
以来经西班牙人传入欧洲，深受人
们喜爱而风靡数百年。欧洲人对
紫红、粉红色的追捧不仅限于衣
冠，而且极力希望施及各类日用器
物。胭脂红彩正是在这种历史背
景下被发明出来。

胭脂红彩发色的奥秘在于使
用了微量黄金作为发色元素。这项
技术来自西方的玻璃烧制工艺。用
黄金烧制红色玻璃，已多个世纪。
从17世纪初，巴伐利亚人Johann
RudolphGlauber尝试从锡化物
或氯化金溶液得出紫色沉淀，至德
国人AndreasCassius发表专著
详述其方，宝石红玻璃遂得应用于
工业而大量生产，随后1719年开始
用于德国麦森瓷器的加彩。

据英国哈里?加纳爵士研究，

该项技术经耶稣会士传入中国，
于雍正元年（1723）应用于粉彩瓷
器之上，并迅速风靡。故西方人
称中国瓷器上的胭脂红彩，亦以
宝石红称之。而参照清宫传世器
物，胭脂红大概在康熙后期已见
运用在铜胎珐琅器上了。而据一
份康熙五十五年两广总督杨琳的
奏折透露，当时一名叫潘淳的珐
琅匠人已懂得制作“桃红颜料，颜
色金子搀红铜料”。这种新式彩
料在当时，两广总督杨琳称为“法
桃红”，雍正皇帝称为“西洋大
红”，或称“金红”、“洋红”，其后
广彩则称“西红”、“西洋红”。

胭脂红彩既可以呈现美艳的
紫红色，又可与其他彩料调配，变
化出紫色和桃红色，特别是后者，
非常适合用来表现牡丹、桃花、荷
花粉嫩的花瓣，雍正年间官窑出品
诸多以花卉为题材的瓷胎珐琅杰

作，正得益于此。胭脂红彩的应用
为中国的釉上彩瓷注入新的生命，
使得色彩表现力更丰富，甚至过去
青花釉里红工艺也逐渐被胭脂红
所取代。而这项源自西方的技术
运用在中国瓷器之上，亦随即受到
欧洲人的追捧，而来华大量订制出
口。在广州，专门为出口而产生的
广彩行业，几乎每件作品都能见到
颜色炫目的胭脂红彩。

当我们再去欣赏那些清代瓷
器的巅峰之作，像是康熙的豇豆
红、郎窑红、青花釉里红，雍正的
瓷胎画珐琅，乾隆以降的景德镇
粉彩，除了感慨传统中国的工艺
之精，品位之极，也不应忘记这其
中也有来自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
密切参与，是清代与世界市场的
频繁互动以及中西方技术交流下
的共同成果。人类文明从那时
起，已彼此不可分离。

粉红色的秘密——清代瓷器的红釉与胭脂红彩

千年灵性 几多沧桑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藏品图/张伟华提供一场与高古玉的跨时空对话

清雍正粉彩婴戏纹盘

千金易得，美玉难求。自
古以来，中国人对玉石的偏爱
绵延数千年不断。而
高古玉器，年代久远，
数量稀少，造型朴拙、
神秘高雅，具特
殊的文化价值与
艺术价值，为历
代 金 石 收
藏 家 所 称
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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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及工艺
精品部门主管

知名古玉收藏家，资深艺术顾问，云中居
主人

1970年代中期进入古董行业，上世纪80年
代专责为台北鸿禧美术馆集藏宋瓷，上世纪90
年代协助养德堂、蓝田山房、金华堂以美术史
观念系统性收藏古玉，并推动与参与台北故宫
博物院1995年、1999年两次“群玉别藏”特展

商晚期“�侯弥用”白玉戈山，通长29.8厘米。至今博物馆收藏的
晚商、西周及春秋战国高古玉器中，刻有铭文的极为稀有，是目前所见唯
一刻有“�”字铭文的玉器，“弥”字应为�侯之名，是晚商诸侯用器

张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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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芬

羊城晚报记者：这次的“云
中玉筵：重要亚洲私人古玉收藏
——夏商西周篇”与去年的“新
石器篇”专场相比，各有何特色？

曾志芬：此季佳士得香港秋
季拍卖“云中玉筵：重要亚洲私
人古玉收藏——夏商西周篇”，
延续了中国早期玉器传统与发
展的奇妙历史旅程。

此次“夏商西周篇”玉器是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玉器——“礼
玉”逐渐演变而来的，正如去年“新
石器篇”中所展示的丰富多样的玉
器拍品各有象征意义，如红山文化
时期（约公元前4000-3000年）的

“玉猪龙”及良渚文化时期（公元前
3300-2300）出现的极精美的动物
面饰，此次在“夏商西周篇”的玉器
中，我们可见一个更加有序、先进
以及有组织的“统治和等级制度”
的社会，例如拍品中有一组非常重
要的玉刀、戈、戚，其中一件商晚期
（约公元前1100-1300年）的白玉
戈，它上面的早期铭文“�侯弥用”
是在玉器上发现有铭文记载的最
早的例子之一。除了这组武器外，
还有鸟、兽等形状的立体玉雕，例
如猫头鹰、老虎、水牛、兔子、鹿等。

羊城晚报记者：在古玉市场
中，明清玉器与高古玉的收藏市场
热度与价格相比较，有什么不同？

曾志芬：明清玉器的拍卖市

场远比高古玉的成熟。晚期玉
器有更多有信服力的学术理论、
公开的博物馆信息和已售出拍
品的数据，因此相对而言更容易
确定年代，争议性也较小。

然而随着过去几年大众对
高古玉的兴趣渐浓，人们对早期
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玉器的
理解有了很大的提升。尽管如
此，买家依旧谨慎，并且他们想
要了解每件玉器的历史价值和
艺术价值以及其收藏历史。

羊城晚报记者：随着近年古
玉器专场拍卖的增多，您认为古
玉的收藏拍卖市场有什么新的
走向？未来前景如何？藏家圈
子有什么新变化？

曾志芬：市场上古玉数量的
大幅增加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
在拍卖市场还是通过古董商。
更长远地看，买家们会变得越来
越谨慎、挑剔且目光如炬，这个
情况会随着更多学术理论的出
现和理解的加深而越来越普遍。

在未来几年，人们对那些质
量极佳、来源有很好保证及经出
版的玉器的需求不会减退。张
伟华先生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
之一就是他对高古玉的深入研
究，他完善的档案管理和不懈的
学术研究将为我们及后辈藏家
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

羊城晚报记者：请问您是如
何走上古玉收藏之路？怎样构
建您的古玉收藏系统？

张伟华：我的古玉收藏之路
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

1986年，我在香港结识的古
董鉴定名家、联邦影业创办人之
一张陶然先生，送给我一册民国
时期大古董商卢芹斋于1950年
出 版 的《CHINESE ARCHAIC
JADES》（《中国古代玉器》），开
启了我对古玉知识的追求与钻研
之路。接着，我研读了上海古董
业“四大金刚”之一戴福保（J.T.
TAI）的诸多古玉收藏图册资料，
受益匪浅。而后，又购得了北京
琉璃厂著名古玩商黄濬（字伯
川）所收藏、编纂的《尊古斋古玉
图录初集》四册，此图录收入自
三代礼器与秦汉法物等古玉凡数
百种，皆为稀世珍品，被视为古
玉收藏不可或缺的宝典。

自 1988年起至 1992年，我
利用参加欧美拍卖的档期，陆续
参观了许多重要博物馆。如
1990年 12月，我在堪萨斯的纳
尔逊博物馆亲睹了闻名世界的
古玉名件“战国镂空出廓璧”的
庐山真面目。1991年6月，维多
利亚艾伯特博物馆由香港大收
藏家徐展堂捐赠的《徐展堂中国
艺术馆》展厅开幕，英国查理斯
王子是首席贵宾，我也受邀参
加，并得以一窥尊古斋旧藏的

“汉代玉马首”风采。此外，我陆
续参观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布
鲁克林博物馆、芝加哥博物馆、
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等，更前往
藏 玉 神 殿 哈 佛 大 学 的 Fogg
ArtMuseum观摩学习，该博物
馆 出 版 的《Ancient Chinese
Jades》（《古代中国玉器》）一书
堪称经典，对我鉴赏古玉的方向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段欧美学习期间，我也
结识了几位收藏界的前辈、学
者，在芝加哥收藏家FrancisLi
的推介下，入藏了几件精美的商
代古玉；1990年在伦敦知名古
董商AnthonyW.Carter主持的

“BLUETT & SONS”参观了知
名考古学者郑德坤收藏的《木扉
珍藏玉器》专题展览，也购入了
包括一件商晚期的“龙珮”在内
的数件高古玉器。

从上世纪 80年代后期开
始，古玉成为我的收藏与经营主
项之一。进入1990年，我为“蓝
田山房”规划系统性的古玉收藏；
也为“养德堂”搜罗精美古玉。同
时，促成了1995年与1999年两次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群玉别
藏》特展，特展共有六位收藏家参
展，开启了民间收藏家与大型博物
院之间的良性互动。1996年“金
华堂”也加入收藏古玉的行列。

进入 2000年，我将收藏事
业的重心从台北转移至香港，当
时前辈文物藏家夏伯壎对我说：

“经营文物收藏，格调要高，格局
要大，对历史时代背景要充分了
解。”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于是
我开始以“玉器史”的概念收藏
古玉，主要的渠道则来自于直接
向过去服务过的收藏家“回藏”，
因为这些藏家的藏品都是我当
初建议以成立博物馆为出发点
的收藏。

我的古玉收藏以从玉器史
的脉络规划，分为“新石器时
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

“秦代两汉”四个区块，是以学术
为基础，以美学为出发，以历史
为本源的系统性汇整。

羊城晚报记者：这次的“云
中玉筵：重要亚洲私人古玉收藏
—— 夏商西周篇”体现了夏商
周时期玉器怎样的面貌与风
格？以戈为代表的礼仪兵器有
什么象征意义？

张伟华：这次专拍的题旨为
“止戈兴仁”，因为在商周玉器的
品类中，以“戈”为主的兵器代表
着王室贵族的权势，非常重要。
然而经历了商末西周的朝代更
迭，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不少王
者都起了安民之心。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
国战胜了晋国，楚国大夫潘党向

楚庄王建议把晋军的尸体堆积筑
台，以此炫耀楚国的武力，楚庄王
不同意，回答：“非尔所知也，夫文，
止戈为武。”意即：“武”是由“止”和

“戈”两字合成，真正的意义是永远
停止动用武器，这才是真正的武
功。晋文帝司马昭在给吴国国君
孙皓的劝降书信中，更明确阐明停
止战争，施行仁政的迫切。

这次专场拍场中，有几件重
要的博物馆级重器：包括商晚期

“�侯弥用”白玉戈、商代“镶嵌
绿松石兽面铜内玉戚”、商代“玉
援铜内戈”、商晚期“大玉戈”等，
均属亮点。

羊城晚报记者：高古玉的核
心收藏价值与审美价值在哪里？

张伟华：高古玉器的核心价
值，在于从中国没有文字之前的
新石器时代、上古文明的社会构
成与生活状态，接续到商晚期殷
墟甲骨文出土，出现“信史”之后
历史风华的高度文明发展，皆可
从中得到考证，并向世人展现出
华夏民族祖先在这一时期傲视
世界的智慧结晶。

审美价值则在于高古玉器
具有不受制约的原创性，而且工
艺精湛，纹饰奇异，造型优美，恢
宏大气，想像力极为丰富。

羊城晚报记者：在玉器藏
家中有这样的说法——高古玉的
玩家位于金字塔塔尖，属高文化认
知与高资金投入者，但高玉石藏品
稀缺，鉴定难度高。请问收藏高古
玉有哪些门槛和制约因素？您对
高古玉的新藏家有什么建议？

张伟华：高古玉器收藏市场一
度未受重视，是因为早年好的物件
大部分都流散欧美，加上市场对于
高古玉器史的忽略，而且赝品充
斥，令不少有兴趣者却步。

但是从2016年“思源堂”陈
淑真女士所藏古玉先后在香港
进行“温玉物华”、“金玉圭璋”两
场专拍开始，古玉市场出现了难
得一见的热况。紧接着，2017
年及 2018年的香港佳士得秋

拍，举办了两场杨俊雄医师的
“养德堂珍藏中国古玉器”专拍，
拍品由我负责归类汇整，吴棠海
和蔡诚两位先生协助补充资料，
并邀请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
女士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徐琳女
士分别撰文，古玉界资深藏家与
新兴藏家共襄盛举，将沉寂 20
年的古玉市场点燃。

去年，“云中玉筵：重要亚洲
私人古玉收藏——新石器时代
篇”由王明达先生撰文，延续热
况，又创佳绩，证明了古玉市场
已呈现稳健向上的荣景。回顾
2019年古玉拍卖的十大高价拍
品，其中有4件良渚文化玉器，3
件属于红山文化，可见高古玉器
已成文物收藏的重要品项，也受
到新一代收藏家的青睐。

中国内地收藏古玉人数众
多，而且价格带宽广，从数万元
至上千万元人民币的藏品都有，
加上年轻一代已懂得用功钻研，

分辨真伪，入门门槛并不如想像
的困难。不过，收藏这种有深度
文化背景的艺术品，需要正确的
文化史观和深厚的鉴赏知识，绝
不是短线可以操作的。

对于想要进入高古玉器收
藏的朋友，建议多阅读重要博物
馆的玉器相关书籍图册，多看博
物馆藏品，找优质的古董商，进
优质的拍卖场，大致上就可以走
入收藏古玉正轨。

羊城晚报记者：您认为高古
玉的收藏拍卖市场有什么新的
走向？未来前景如何？

张伟华：高古玉器未来将是
文物拍卖中的重要品项，无论拍
卖公司征件，或是业界藏家竞价，
都会朝向来源出处清晰或有重要
展览著录的物件着手，当然，有不
少隐于海外老收藏家手中的珍
品，也会随着古玉市场的健全发
展而现身，以这种良性发展看来，
高古玉器市场具很大空间。

《 礼
记?玉藻》云：

“古之君子必佩
玉”，《诗经》里也

有“言念君子，温其
如玉”之句，即君子以

玉象征高洁的德行。所
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佩戴玉石是为了时时警醒自

己，道德修养与品格应像温润的
玉石一样，外带恭顺，内具坚韧；
光华内敛，不彰不显。

在中国古代玉器收藏界，
高古玉器和明清玉器是收藏
的主要门类。所谓高古玉，是
指汉代或汉代以前的玉器，远
可追溯到距今约 8000年的新
石器时代，历经夏商周、春秋
战国、秦汉。资料显示，从新
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玉器开
始脱离饰玉的局限进入礼玉
阶段，不仅有装饰用的玉簪、
玉环等，还形成“礼器”、“礼
玉”。《周礼》记载，“六瑞”之礼

器主要指璧、琮、圭、璋、琥、
璜，用于祭祀、礼仪。

古朴高雅、独具神韵的高
古玉，自古已深得收藏家们钟
爱，其收藏从宋朝起，到清乾
隆时期更达到顶峰。而高古
玉器收藏在当代收藏界的重
新崛起，是从上世纪 80年代
末、90年代开始，在中国台湾、
香港的收藏界涌现了一批优
秀的高古玉私人收藏。

然而，高古玉器收藏与明
清玉器相比，市场热度并不算
高。加上高古玉存世量少，早年
好的藏品大多流散境外，至今大

部分藏于各大博物馆和少数藏
家手中。而收藏界对于高古玉
器史研究的忽略，赝品充斥，也
令不少玉石藏家望而却步。

近几年，随着收藏界对高
古玉的认识加深、兴趣渐浓，
沉寂多年的高古玉收藏市场
开始热潮涌动，过去几年在中
国香港等地的专场拍卖，陆续
有顶尖藏家藏品释出。

去年，知名古玉收藏家张
伟华先生的个人高古玉珍藏专
场“云中玉筵：重要亚洲私人古
玉收藏——新石器篇”在香港
佳士得开拍，收获6575万港元

总成交的佳绩，其中一件良渚
文化的三层人神兽面纹玉琮逾
3000万港元成交。刚刚结束
的 2020中国嘉德香港秋拍，

“璧光盈袖——居易书屋珍藏
玉器”专场，179件古玉皆为台
湾重要藏家“居易书屋”主人
珍藏，涵盖高古、中古和明清
全线，总成交近5000万港元，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青玉鹦鹉、
鸟形嵌饰器、青玉猪皆为战国
时期的高古玉器。接下来嘉
德香港秋拍的“观古Ⅱ——玉
器金古文房艺术”专场，多件
文 化 期 高 古 玉 亦 以 高 价 成

交。11月 30日，张伟华先生
的“云中玉筵：重要亚洲私人
古玉收藏——夏商西周篇”将
再度在佳士得香港举槌，给高
古玉器市场再添话题。

承载数千年灵性的高古
玉有哪些核心文化价值和审美
价值？国内高古玉收藏圈子近
年有什么新变化？本期《名家
话收藏》请来了中国港台地区
古玉收藏界的顶尖藏家、多个
亚洲重要私人收藏家背后的艺
术顾问张伟华先生，分享其精
彩的收藏故事，解读高古玉藏
品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商代“镶嵌绿松石兽面铜内玉戚”，“蓝田山
房”旧藏，长21厘米。此玉戚有两处特点，一是青
铜材质部分由两组“兽面纹”组成，这种双兽面纹
的组合，为目前同类器形所仅见。二是此件玉戚
的“镶嵌绿松石铜内”部分是属于“钺”的形制，与
妇好墓出土的“亚啓铜钺”相类

商代“玉援铜内戈”，长31.3厘米。“玉援”呈棕色，带乳白浸
斑，“援”末端嵌进青铜“栏”内，铜栏后素面有孔，“铜内”后段作向
下弯曲镶绿松石的鸟首。这种青铜镶嵌玉石的华丽技术表现，传
承了夏文化（二里头晚期）的复合式工艺特征，制作难度极高

�商晚期“大
玉戈”，长 48.9厘
米。造型端庄，气势
不凡，体型硕大，十
分罕见。此时期玉
戈主要是用以表征
主人身份的礼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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