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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亚艺博2019 & 水墨艺博2019

日期： 2019年10月4日 - 2019年10月7日 即将开始

开幕： 2019年10月3日

空间：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点击放大

展览简介

享誉国际、亚洲顶尖的典亚艺博2019 (Fine Art Asia) 将于今秋携手全球首个以水墨艺术为主题的博览会— 水墨

艺博2019 (Ink Asia)，盛大回归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两大艺博会将订于2019年10月4至7日(星期五至一)同期举办，而

贵宾预展及开幕酒会将于10月3日(星期四)举行。

典亚艺博2019是国际艺坛公认、于亚洲区内举足轻重的年度国际古董及艺术博览会。博览会自2006年成立以来

持续吸引香港及国际艺廊参与，为亚洲提供了一个独树一帜的古董及艺术平台。一如以往，典亚艺博2019将展出五千

年以来的达博物馆级水平的文化及历史遗产，包括亚洲及西方古玩；珠宝、古董银器及钟表；现代及当代艺术。

水墨艺博于2015年成立，是全球首个专注于当代水墨的艺术博览会，现已是备受国际肯定的现当代水墨艺术平

台。水墨艺博2019不仅汇集了承袭传统水墨脉络、寻求创新的精彩作品，更集结了受水墨启发的衍伸性创作，持续拓

广现当代水墨的视野与疆界。

今年，典亚艺博2019 及 水墨艺博2019再度于香港的艺术旺季同期举行，并与各大重要的艺术拍卖会在同一会场

举办，吸引全球顶尖的艺术商、收藏家及鉴赏家。

隆重呈献 巨匠臻藏艺博会

自今年起，典亚艺博很荣幸与巨匠臻藏艺博会(Masterpiece Fair)结盟合作，首度呈献巨匠臻藏展馆(The

Masterpiece Pavilion)，展出领先的西方艺廊。巨匠臻藏艺博会是国际公认领先的跨领域收藏艺博会，展出最优秀的

欧洲艺术珍品、设计、家具及珠宝，涵盖古今。巨匠臻藏展馆将为身处香港的亚洲观众带来更多优质的西方艺术品。

典亚艺博2019及水墨艺博2019总监黑 国强认为：「在政府的支持及业内创新的倡导下，香港的艺术市场持续地

迅速发展。一如既往，我们的目标是要为香港的艺术市场建立一个专业的平台，并推广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今年 我

们 很高 兴典亚艺博与巨匠臻藏艺博会展开新的合作关系 ，而 我们亦 将提供更多高质素 的艺术品，以满足学识渊 博

的亚洲收藏家的渴求。」

参展艺廊对于是次合作关系均 表示欢迎 。领先古董银器展商Koopman Rare Art (伦敦)总监Lewis Simth表示：

「Koopman Rare Art从典亚艺博成立以来便一直参与，目睹 了整个艺博会发展成为香港首屈一指的艺术博览会。多

年来，典亚艺博的参观人次不仅一直递增，整个艺博会亦变得更加高端及精致；而引入巨匠臻藏展馆更能进 一步提高

典亚艺博的声望 。Koopman Rare Art作为巨匠臻藏艺博会的展期展商，我们亦很高兴能在巨匠臻藏展馆中展出。」

焦点艺廊

于国际 间享负盛名的古董艺廊将再度回归典亚艺博，当中包括带来中国及喜玛拉雅艺术的Rossi & Rossi(伦敦/香

港)；展出 近东 、埃及、古典及亚洲古物的David Aaron (伦敦)；展示西藏及 尼泊尔佛教杰作的Tenzing Asian Art (旧

金山)；呈献中国瓷器及艺术品的Vanderven Oriental Art (斯海尔托亨博斯， 荷兰)；带来中国、印度和日本艺术品，

并以中国出口瓷器为重点的Jorge Welsh Works of Art (伦敦/里斯本)；展出文 房摆件 的Maria Kiang Chinese Art (香

港)；专 营中国古董的瑞斯帝中国艺术 (香港)；以及带来中国古典家具及艺术品的Nicholas Grindley (伦敦) 和MD

Flacks (伦敦)。

Koopman Rare Art (伦敦)、Esmé Parish (新加坡/香港)及Silver and Silver (博洛尼 亚)继续带来精致的古董银

器；Somlo London (伦敦) 展出古董钟表；Sue Ollemans (伦敦) 展出来自中国、越南、柬埔寨、印度和印 度尼西亚

的珠宝和中国文 房物品；Ilgiz F. (莫斯 科/巴黎)、Yvel (以色列莫特扎) 及 无双馆 (香港) 展出设计珠宝，而YEWN (香

港) 则带来受中国皇朝启发的创新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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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现当代艺术方面，Tanya Baxter Contemporary (伦敦)带来英国现当代艺术及雕塑，包括达米安·赫斯特

(Damien Hirst) 、特 蕾西·埃敏(Tracey Emin) 、布里 奇特·赖利(Bridget Riley) 、弗兰克·奥尔巴赫(FrankAuerbach) 、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戴维·霍克尼(David Hockney)的作品。汉雅轩(香港)展

出台 湾雕塑 大师朱铭 及艺术家叶世强的作品；洁思园 画廊 (香港/上海) 呈献中国艺术家任重的个展；wamono art

(东京/香港) 展出创新的日本当代雕塑。

首次参展典亚艺博2019的展商包括专营精致印 度及 伊斯兰艺术的 著名 古董艺廊Amir Mohtashemi (伦敦)。我们

亦 很高 兴欢迎 国际首 屈一指、专营中国古董地毯 的DANON (罗马)，以及专营国际当代艺术的Pontone Gallery (伦

敦) 再度参与典亚艺博。

特别展览 「七十所见三十所闻」

是次特展汇集了知名收藏家、行家黑洪禄先生及典亚艺博、水墨艺博创办人及总监黑国强先生父子的部份中国老

家具和现代书画收藏。黑洪禄先生于1949年离京赴港，开始其古董行家生涯。「七十」既代表黑洪禄先生七十年之古

董经营经验，亦表达古董行家之一生功力来自不断的眼见及思考；「三十」即是黑国强先生入行师承两大师傅，其父

及收藏界的传奇人物安思远先生至今的年期，亦是行家也要靠耳闻，接收前人经验之意。时至今天，「三十」继承了

「七十」的所见所闻。

水墨艺博2019

水墨艺博2019展出 由不用媒介创作的艺术品，包括绘画、 书法 、印刷 、雕塑 、录像 及装置 艺术， 显示出水

墨的精神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宣纸水墨画，更是完全地以不同的形式融入21世纪。

参展水墨艺博2019的焦点 艺廊中，来自香港的包括带来香港艺术家管伟邦 、邱荣丰、韦邦雨 、熊辉等创新水墨

作品的嘉图现代艺术(香港)；呈献中国抽象 水墨先 锋冯钟睿、王公懿、郭汉深、唐家伟作品的世界画廊(香港)；以及

展示中国陶瓷艺术创作大师白明个展的季丰轩(香港)。

艺倡画廊(香港)则呈献由来自两岸三地的艺术家山水画联展，参展艺术家包括香港水墨大师吕寿琨、方召麐；四

川著名艺术家李华生以及三位新水墨的代表人物：北京艺术家南溪、泰祥洲和台湾艺术家、「现代水墨之父」刘国松

弟子李君毅的精彩作品。

香港水墨会将推出特展「向周 绿云(1924-2011)致敬」。周绿云受到新墨水理论的启发，从中国传统绘画风格转

向抽象作品创作。她通过令人惊叹而充满能量的绘画探索了思想的内在运作及其与宇宙奥秘的关系，这也促使她成为

新水墨画运动中最具创新性的艺术家之一。

水墨艺博的另一个特色展览项目「水墨+」将继续由梁兆基先生策展，以期激发水墨创新，拓宽水墨艺术视野。

来自香港和大陆的10余位艺术家将展示其以非传统水墨媒介创作的新颖「水墨」作品。

参展的中国及海外画廊包括Michael Goedhuis (伦敦)，画廊带来的旅法华裔 艺术家 诗蓝 作品 尝试 在中国思想与

西方 理性科学之间找到 和解；墨斋(北京) 呈献艺术家、学者及电影制作人冰逸，以及艺术家李津、徐累 和曾小俊的

作品；伍拾伍号院子艺术 空间(北京) 将会展出周宁 的巴花木创作和许静的纸本酒墨作品。

今年，水墨艺博首次将摄影这项媒材纳入展会项目，展区将由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摄影代理公司精选来

自 世界各 地的摄影艺廊，当中包括展出南非艺术家Pieter Hugo作品的北京艺门(北京/香港)；带来 意大利摄影 师

Costanza Gastaldi 凹版影 像作品的Novalis Contemporary Art Design Gallery (香港)；呈献Pierre Sernet 神秘轮廓摄

影的Arco Gallery (纽约) 以及展示摄影 创作大师Irving Penn和荒木经惟学生野村佐纪子的Galerie &CO119 (巴黎)。来

自上海的全摄影画廊OFOTO & ANART将带来罗永进的最新 系列作品；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则将首次带来南

非摄影 师Billy Monk和瑞士、法国女性摄影大师Sabine Weiss的作品。

典亚艺博和水墨艺博将继续邀请本地和海外顶尖的艺术专家举行学术讲座和研讨会。香港艺术学院第八次成为大

会教育伙伴，而典亚艺博亦将首次迎来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教育伙伴关系。此外，香港水墨会已经连续五年作为

水墨艺博的学术伙伴，增进学者、画廊和收藏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互动。

2019年的大瓜，一个接一个。
2019.03.11

2018北京独立艺术空间调查（一）
此文出自研究者、艺评人周婉京的《201
术空间调查...
2019.05.14

性侵不限于肉体，荒木经惟“缪斯”
不知荒木经惟可曾想过，有一天KaoRi会
人。
2018.08.07

向京谈布尔乔亚：如果我能使一颗
同为雕塑艺术家的向京谈路易斯·布尔乔亚
2019.04.08

奥尔巴赫的泥沼
年前，一位朋友万里迢迢从伦敦背了一本
册给我作为新...
2016.05.12

首页  资讯  专题  专栏  日历  图片报道  联系我们

© 2012 hiart.cn alll right reserved 版权申明：版权为Hi艺术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ICP备11020933

http://hiart.cn/observation/detail/ce6ivun.html
http://hiart.cn/observation/detail/9a9iwyq.html
http://hiart.cn/observation/detail/0c7isun.html
http://hiart.cn/observation/detail/885iwBq.html
http://hiart.cn/observation/detail/149guyn.html
http://hiart.cn/
http://hiart.cn/info/index.html
http://hiart.cn/special/index.html
http://hiart.cn/observation/index.html
http://hiart.cn/exhibition/index.html
http://hiart.cn/albums/index.html
http://weibo.com/hiar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