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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7

崇正 2013 秋拍拉开帷幕 , 最
终确定八个专场

崇正 2013 年秋拍紧锣密鼓地准备，崇正继续秉承学术水准和审美价值

兼顾的原则，坚持精品路线并细化板块，精心设置了包括中国近现代书

画、中国古代书画、岭南名家书画、近代名人法书、赖少其书画、见山

楼书画藏珍、欧洲古典家具及古董钟、中外名酒 8 个专场，一些十分珍

贵且递藏有序的私人收藏将亮相崇正秋拍。

广东崇正 2013 年秋拍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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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9

赖少其书画专场：红花绿叶，
青山碧水

在 2013 年崇正春季拍卖中，赖少其的《黄山梦游图》以 1725 万

元的成交额刷新赖少其作品的成交记录，2013 年崇正秋拍举槌的

“胸中丘壑——赖少其书画”专场无疑又是崇正秋拍的一大亮点。

该专场中 47 件拍品，有山水、花卉、仿古画作及书法作品等，书

体之多样，题材之丰富，风格之多变为历来拍场所罕见，亦不乏近

年来市场所罕见之花卉题材。

2013/12/3	

崇正举办“海上扬芬——
海派八大家作品欣赏”展览

“海上扬芬——海派八大家作品欣赏”展在广东崇正展厅举

行，这是崇正举办“李可染作品欣赏会”后的又一场兼顾学

术性和欣赏性的展览。此次展览将精选海上画派第二代画家

中卓有成就的八位画家，包括谢稚柳、刘海粟、唐云、关良、

程十发、朱屺瞻、应野平、刘旦宅的精品力作，其中大部分

作品将在 12 月 18 日亮相广东崇正秋季拍卖会。

赖少其先生（1915-2000） 赖少其 黄山图

“海上扬芬——海派八大家作品欣赏”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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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5

见山楼珍藏：大师佳作与名家
上款齐聚

2013 崇正秋拍设“毫端万象——见山楼珍藏”专场。本专场 90 余

件精品经同一藏家多年甄选与珍藏，来源可靠，且呈现大师名迹多

和名家上款多的两大特质。专场中包括康有为、齐白石、张大千、

徐悲鸿、李可染、吴冠中、黄宾虹、黄胄、丰子恺、谢稚柳、刘海粟、

郭沫若、台静农、沈尹默、柳亚子等近现代重要名家作品。

22013/12/10

张大千《佳人番犬图》现身
崇正秋拍

由张大千写与红颜知己李秋君胞弟李祖莱的《佳人番犬图》要

现身广东崇正秋拍。此件拍品结合了张大千风格的“工笔 + 泼

彩”绝艺，是目前市场上难得一见的张氏精绝之作。此作 1996

年曾在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露面，17 年后重出江湖。 

张大千题“见山楼

“见山楼”藏徐悲鸿作品

张大千   佳人番犬图



2013/12/15

广东崇正秋拍预展现场火爆

2013 年广东崇正秋季拍卖会于 12 月 15 日—17 日在广州东方

宾馆举行预展，展览分八大专场结构，以专业的布展思路和学

术性专场设置让拍品得到清晰的呈现，预展受到业内的赞誉，

许多重要藏家和学者亲临现场品鉴、研究拍品。大众和专业媒

体相争报道。

秋拍预展现场

秋拍预展现场



1.2.3. 秋拍预展现场

2.

1.



2013/12/17

华南首场“有解说的拍卖直播”

12 月 17 日晚 19:30，“胸中丘壑——赖少其书画”专场的拍卖准时扬槌，雅昌艺术网推出的“有

解说的拍卖直播”也同时拉开帷幕，由著名收藏家严君云先生、文物鉴赏专家徐卫新先生全程解

说赖少其的书画艺术，不仅有专业知识还有市场剖析。而“毫端万象——见山楼书画藏珍”专场

则由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周晓陆先生和著名藏家严君云先生全程讲解，为藏家带来新鲜、生动的

拍场动态。场外藏家还能即时关注到既有学术知识又能纵览市场行情的解说及数据，场内买家的

信心指数也得到某种提升。

拍卖直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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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8

广东崇正秋拍完美收槌

广东崇正对近代饶有趣味的岭南画事进行学术梳理专场是日正式向媒

体公开。 20 世纪初，岭南画家群中，以“二高一陈”为代表的“岭

南画派”和以赵浩公、李凤公、黄君璧等人为首的“国画研究会”成

为广东画坛的两大主流。前者折衷中西、融合古今，开创了岭南画坛

的新格局，后者则仍以传统绘画为阵地，延续国粹，两派的相互对峙

与融合促进了近代广东美术的兴盛。广东崇正“粤雅——岭南名家书

画”专场，首次以两大阵营的代表性人物的精品佳作为轴，对岭南画

坛两大阵营的画事和绘画主张进行整体概貌上的学术梳理。

拍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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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9

崇正夜拍赢得“白手套”

广东崇正秋拍的“赖少其”和“见山楼”两个专场的夜拍成

功赢得 100% 成交的“白手套”。首次在广州推出专场夜拍

赢得了出人意料的“白手套”：两个专场均 100%成交。

赖少其专场拍卖

见山楼专场拍卖

见山楼专场预展

赖少其专场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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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6

崇正 2014 年春季拍卖会拍品开始征集

广东崇正 2014年春季拍卖会拍品征集全面启动，征集范围包括：中国古代、近现代及当代书画；

油画、雕塑、版画、岭南名家书画；古籍善本、名人书札；家具；名酒佳酿等。

2014/2/10

【雅昌对话拍卖】

许习文：学术推动市场是发展趋势

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许习文先生受访“雅昌对话拍卖”，对当前国内拍卖

市场的发展趋势提出以下观点：

1、“学术包装”是国内拍卖市场的整体趋向。

2、对受众要求也是一个优秀拍行的质素要求。

3、立足区域本体性去培育市场，从学术体系去实现拍卖品质。

访谈内容详见：http://huanan.artron.net/20140207/n564895_1.html

 2014 春拍征集到关山月作

 2014 春拍征集到张大千作品

许习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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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3/15

崇正将拍卖“海归”广东革命文物

继 2013 年成功促成“史学巨擘陈垣的重要著作及手稿”回到故乡广东后，广东崇正又

征得一批海外回流的广东革命历史珍贵文物，这批文物将于 3 月 28 日在东方宾馆举办的

“崇正雅集”第二期艺术品拍卖会露面。这批广东革命历史文物来自美国旧金山涵芬楼外

楼，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一批重要的民国外交档案、革命先驱孙中山演讲唱片、探

究 1924 年广东商团事件历史真相的照片一批、珍稀的中美抗日文献 --- 美国邮政总署

1942 年 7 月 7 日发行之整版纪念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邮票、抗日音响善本黑胶唱片《义

勇军进行曲》以及清末广东省全省明细大地图等诸多珍贵历史文献。不少珍贵史料都是第

一次面世，对于研究民国时期广东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欢送司令出征旧照

清未明初手绘广东省地图

孙中山演讲唱片

中华民国金币



2014/2/20

广东崇正春拍《陈垣重要著作及稿
本》专场，跻身《收藏 / 拍卖》
2013 年十大拍场

继 2013 年成功促成“史学巨擘陈垣的重要著作及手稿”回到故乡广东后，广

东崇正又征得一批海外回流的广东革命历史珍贵文物，这批文物将于 3 月 28

日在东方宾馆举办的“崇正雅集”第二期艺术品拍卖会露面。这批广东革命历

史文物来自美国旧金山涵芬楼外楼，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一批重要的民国

外交档案、革命先驱孙中山演讲唱片、探究 1924 年广东商团事件历史真相的

照片一批、珍稀的中美抗日文献---美国邮政总署 1942 年 7月 7日发行之整

版纪念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邮票、抗日音响善本黑胶唱片《义勇军进行曲》以

及清末广东省全省明细大地图等诸多珍贵历史文献。不少珍贵史料都是第一次

面世，对于研究民国时期广东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陈垣稿本

《收藏 / 拍卖》2012 年十大卖场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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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3/26

“崇正雅集”第二期艺术品
拍卖会预展

“崇正雅集”第二期艺术品拍卖 3 月 28 日在东方宾馆圆满收

槌，总成交 2400 多万元，成交率近 7成。杨之光的《牧羊女》

以 89.7 万元折桂本场拍卖，关山月的《梅石图》以 88.55 万

元成为本场拍卖的亚军，启功先生写赠许世元先生的一幅行书

作品亦被一藏家以 54.05 万元收入囊中。

“崇正雅集”第二期预展现场

“崇正雅集”第二期预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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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3/29

“许世元珍藏书画”专场成就拍场佳话

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许世元博士一向不遗余力支持澳门及家乡揭阳的教育事业，此次拍

卖，许世元博士更是拿出珍藏多年，包括启功、饶宗颐、容庚、赖少其、吴南生、秦萼生等名家书画在内的一批

作品委托崇正拍卖，拍卖所得将全部捐赠于家乡教育事业。感怀于许博士的拳拳爱国爱乡之心，藏家对这批拍品

也投入了十二分的热诚，70 余件拍品 100% 成交。原广东省委书记、著名鉴藏家、书法家吴南生先生得知自己写

赠许世元博士的书法作品被拍走，特致电表示，愿重书一件与买家交换，原来那件还是希望让许世元博士留作纪念，

知情人士无不感佩老辈风范，对此，买家亦欣然接受。一段拍场佳话传开。

许世元博士藏吴南生先生作品

崇正雅集第二期图录











预展时间：20140 年 6 月 13-15 日

拍卖时间：2014 年 6 月 15 日下午至晚上、16 日全天

预展地址：东方宾馆会展中心（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拍卖地址：东方宾馆会展中心（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报缘 •香港报人六家旧藏书画 

翰珍 •逸堂珍藏近代名家书画 

大千豪发 •张大千书画 

岭南双擘 •关山月黎雄才书画精品 

国光 •中国近现代书画 

古欢 •中国古代书画 

山东淄博巡展  

时间：2014 年 5 月 21-22 日

地址：山东桓台文化体育中心天承书画城四楼

河南郑州巡展  

时间：2014 年 5 月 24-25 日

地址：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21 号永和铂爵国际酒店二楼巴黎厅 

粤雅 •岭南名家书画 

新韵 •中国当代书画 

荟萃 •中国油画、版画、雕塑

今典 •广东当代艺术 

佳酿 •中外名酒 

广东崇正
二○一四年春季拍卖会
即将举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