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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 相 关 计 划 ，《 尊 享 岁

月——19 世 纪 欧 洲 家 具》中 文 版

发布 会 活 动 将于2 013 年 6月在 北

京，随后在上海举行。该书也是唯

一的合作杂志——《收藏》杂志20

年庆典献给 读者的礼物。而在6月

8日，该 书 作 者克 里 斯托 弗·佩 恩

（Christopher Payne）将亲临北京

751D Park 时尚回廊发表新书相关

演说，150件19世纪法国家具和装

饰艺术收藏品也将同场展出。

克里斯托弗·佩恩是一位在家

具和装饰艺术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

专家，其职业生涯始于伦敦苏富比

拍卖行。25年的职业生涯使得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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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佩恩主要出版著作
                                  （不包括文章）

    《十九世纪的欧洲家具》，［英］古董

收藏家俱乐部，萨福克郡伍德布里奇，

1981年。

    《青铜动物造型》，古董收藏家俱乐

部，1986年。

    《苏富比家具简明百科全书》，［英］

康兰·奥克托普斯出版社，1989年。

    《米勒的家具收藏》，［英］里德国际

出版社，伦敦，1995年。

    《弗朗索瓦·林克1855-1946年法

国家具的黄金时代》，［英］古董收藏家

俱乐部，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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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和19世纪欧洲家具研究方面取得

权威性成果，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奠

基人。其1981年出版的《19世纪的欧

洲家具》被誉为该领域的“圣经”。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应邀为最负

盛名的拍卖会及古董艺术博览会从

事甄别、鉴定任务，包括奥林匹亚博

览会、格罗夫纳庄园展览及荷兰马斯

特里赫举行的TEFAF展览。

此外，克里斯托弗·佩恩还定期

主持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的、迄

今已进入第36个年头的“古董珍集路

演（Antiques Roadshow）”节目，并

现身英国广播公司的“珍宝古董督察

（Antiques Inspectors）”及“古董奇

猎大亨（The Great Antiques Hunt）”

等节目。克里斯托弗·佩恩也对私家

府宅和历史建筑的修缮继续提供咨询

服务，其中包括海克利尔（Highclere 

Castle），取得巨大成功的英国电视剧

《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就

是在那里拍摄的。

随着欧洲古董家具在中国内地

市场的活跃，克里斯托弗·佩恩在华

雅公司的资助下，多次到中国访问，

并决定在2013年推出《19世纪的欧

洲家具》中文版。据悉，华雅公司还

在资助克里斯托弗·佩恩撰写一本

关于1814～1914年期间，欧洲受中

国文化影响而制作家具的新书。该

书将于2014年出版，届时可为中国

藏家及文化爱好者带来新鲜的视角

及更多的专业知识。

本刊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华雅

公司及克里斯托弗·佩恩，请这位行

业资深专家为本刊读者讲述文化及

收藏的魅力。

鉴宝类节目，成英国人生活方式 

问：从4月23日开始，CCTV《海

外剧场》栏目已开播《唐顿庄园》，请

您从家具或者古建筑的角度告诉读

者，在这部电视剧里看到了哪些有趣

的东西？

克里斯托弗·佩恩：《唐顿庄

园》在英国拍摄。拍摄地的那栋古

堡庄园叫做海克利尔（Highclere 

Castle）。庄园里的家具从18世纪

就有，在19世纪继承了下来。庄园

主人是一个侯爵，前几年过世了。大

约在25年前，这位侯爵和我说过要

开放庄园，从而取得经费，使庄园

可以保存下去。在拍电视剧的时候，

庄园里面的家具实际上已经所剩无

几，很多房间都是空的。因为此前主

人已经把大多数家具变卖掉，用于

支援埃及考古发掘，最后把考古的

成果捐给了博物馆。因此，《唐顿庄

园》的制片方就委托我来为城堡添

置家具。我记得庄园开放的时候，还

邀请了英国女王过来，庄园主人和

女王也是朋友。

问：在电视剧里可以看到您所挑

选的这些家具吗？

克里斯托弗·佩恩：可以看到，

不过实际上只有两个房间的家具是

我挑选的。

问：作为行业专家，您参加了很

多电视节目，您觉得电视这样的大众

媒体能对古董、艺术品行业起到什么

样的作用？

克里斯托弗·佩恩：我觉得电

视节目对人们理解、欣赏欧洲古董

有很大帮助。尽管这些电视节目可

能会以生活化的故事或者以家族情

感为中心，但观众仍能感受到当时

审美的态度。5月我回到英国以后，

就立即投入拍摄“古董珍集路演”

节目当中。这个节目已经做了36年，

而我参与了28年，它在英国已经变

成了一个类似英式下午茶的活动。

大家非常喜欢看。观众们除了对古

董感兴趣以外，往往还对发现、探索

有兴趣，还有就是对猜价钱非常感

兴趣，更重要的是，大家可以像看热

闹一样聚在一起谈论。这个电视节

目在英国人心目中地位非常高。有一

次，星期天刚好有一场足球比赛，因

为时间长，就停掉了一期节目，结果

很多人写信给电视台投诉。

“圣经”是怎么写成的

问：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是，您选

择的收藏、研究领域是19世纪家具，

为什么会作这个选择？

克里斯托弗·佩恩：这个选择

和我的职业生涯有关。1976年，我

在苏富比拍卖行工作时，主管的是

19世纪家具，还有钟表、雕塑及纺

织品等。在此期间，我收集了大量资

料，包括19世纪工匠遗留下来的大

量的笔记本。在研究这些手稿并撰

写自己的观点时，我发现了很多不见

于文献记载的知识。

在当时来说，这个领域还是空

白，没有可供参考的书籍。最实用

的方式就是把家具拆开，看里面的

结构，摸它的材质，再到博物馆的档

案里去查相关材料，最后形成自己

的知识。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我收集

了很多文字和图片资料，有人建议

说，为什么不用这些资料出一本书

呢？后来我做了这件事，在1981年出

版了《19世纪的欧洲家具》，也就是

今天要在中国出中文版的这本书。

现在一些古董商家以及一些年轻人

把这本书称为“圣经”。值得一提的

是，这本书开始时只有14张彩色图

片，而到现在已经加入了近400张图

片。能够以中文出版，这是一件令人

惊讶，也是令人自豪的事情。

问：资料显示，在2006年和2007

年，您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了500件您收

藏的家具，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对

于家具领域来说，有没有特别的意义？

克里斯托弗·佩恩：1994年，

我离开了苏富比。当时，有一位客人

委托我收藏1000件家具。这个收藏

过程历时12年左右。我当时非常高

兴，就像一个面对玩具的小孩一样，

因为我可以为客人找到最好的19世

纪欧洲家具，让他挑选。由于购买

的数量太大了，我的委托人家里放

不下，于是就拿出约500件来拍卖。

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于，此次拍卖

制作的图录非常具有权威性，当时

为此所耗的时间无人能及。迄今为

止，这些图录也是这一领域中非常

重要的参考书目。

问：您有很长时间在苏富比工作

的拍卖生涯，从拍卖这个角度来说，

这些年来古董家具市场发生了怎样的

变化？

克里斯托弗·佩恩：这是个非

常大的问题。从市场来说，确实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

英 国 拍 卖市 场 还 是由古董 商引领

的——他们到拍卖场去买东西，然

后拿到古董店销售，直到20世纪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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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期。但是，后来就发生了很多

变化，比如现在发展到了网上竞拍，

很多人没有看到拍品就参加竞拍。

对于这种网上竞拍的模式我感觉有

些失望。对于家具，需要亲身感受，

不能简单地从一个平面图片上来获

取信息。家具有特殊的材质属性，需

要近距离感受。亲临展览，就像挑

选羊绒衣服一样，它的柔软程度，品

质有多高，要直接去摸，要有直接的

感知，这非常重要。有一次，我在凡

尔赛宫遇到一个中国学生，这个学

生打开抽屉闻了一下，我看到以后很

有感触，因为当初的我就是这样做

的，所以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问：目前，19世纪欧洲家具市场

情况是怎样的？与20世纪欧洲家具

比呢？

克 里 斯 托 弗·佩 恩：在 市 场

上，20世纪欧洲家具远比19世纪家

具昂贵，但是19世纪欧洲家具尤其

是法国精品家具在过去40年中价格

一直都是往上走，平稳升值，没有大

起大落，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它都是

很多人喜欢的收藏品种，它的特点

就是稳定增值。

问：拍卖行是收藏欧洲古董家具

好的途径吗？

克里斯托弗·佩恩：任何一种

购买方式都是好的，但是我个人认

为，你在以任何方式购买的时候，都

要亲身感受它。在拍卖行，可能一开

始你看到价格很低，但由于很多人

竞拍，竞争激烈，最终拍下来的价格

可能会远高于你的预期。在古董店，

价钱是固定的，买还是不买，你可以

作一个理智的决定。我经常给入门

藏家的一个友好提醒是，一旦你进

入了欧洲古董家具收藏圈子，你就

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你买了桌子，就

会想买把椅子配套；买了椅子，你就

会想买一个柜子……最后会越买越

兴奋，越买越多。

赝品？有，而且很漂亮  

问：中国藏家最喜欢的是明式家

具，然后是清代家具，他们喜欢黄花

梨、紫檀、红木这样的材质，对于这种

喜爱，您怎么看？

克里斯托弗·佩恩：我非常喜

欢这些家具，但实在是太昂贵了！我

自己有几件扶手椅，但都是一般的材

质；还有一件广东出口的漆器桌子，

由于太贵了，我买回3个星期都没敢

告诉妻子，而是把它藏了起来。

在20世 纪70年代，我进入苏

富 比 时 就了解 到中国 家 具以 重 量

来论 价，越 重 就 越 贵。实际上，无

论是欧洲家具还是中国家具，只要

是优雅、精致的好的家具，我都会

喜 欢。目前，我 在 写一本 新书，就

是 中国 文化 元 素在 欧 洲 家 具上 的

体现，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

的家具。

问：您一直在做一项很重要的工

作，那就是古董家具的鉴定，请问真伪

问题在西方古董家具市场是否严重？

藏家是不是很容易就买到赝品？

克里斯托弗·佩恩：我一个很

重要的工作，就是甄选和鉴别，比如

在TEFAF担任评委，而每一次的甄

选和鉴定都会学习到新的知识。对

于像TEFAF这样的展览，我不会把

不太有把握的东西送上去。大部分

拍卖行也对真伪有一个保证。在中

国参加展览的时候，有人问我：“我

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我的回答是：

“我用40年所建立的信誉，我只要

4分钟就可以把它摧毁，因此，我不

会做这样的事情。”

至于赝品，全世界任何东西都

有仿制品，并不只是家具、古董。一

般来说，你在好的拍卖行、展交会、

古董商处买，都是有保障的。如果不

是这样的途径，又没有专家指导，就

会有可能买到赝品，像仿制的签名

等等，都会遇到。

问：就是说，中国藏家有可能买

到赝品？

克里斯托弗·佩恩：我非常遗

憾地说，的确是会有可能买到赝品。

在过去两年中，我多次来过中国，也

在欧洲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买家

到欧洲买古董家具，但是买了之后，

专家会告诉他，他买的是仿制品。有

些家具看上去非常漂亮，非常好，但

却是仿制品。作为新兴市场，对西洋

古董家具有很强的需求，但是买的

过程中还是要注意。

问：中国人目前开始接触，也开

始喜欢西洋古董家具，那么，如果让

这样的家具走进中国人的生活，是不

是除了家具以外，还要其他的东西与

家具做好配套，像雕塑、花瓶、吊灯、

座钟等，一个中国人怎么才能做到这

一点呢？

克里斯托弗·佩恩：其实，收藏

有一个优势，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

西。比方说，你买一个古色古香的英

国茶桌，可以搭配一张非常现代的油

画。这其中有很多组合，古董可以和

现代搭配得非常好，它取决于个人的

喜好。古董与艺术品的收藏常常提到

的两个重要标准是：一定要买质量好

的，一定要买自己喜欢的，而我倾向

于你买你自己喜欢的，而不是你认为

你将喜欢的东西。

责编   水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