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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蘇富比瑰丽珠宝及翡翠首饰春拍
呈献当代设计首饰，以及经典珠宝品牌作品
拍卖亮点
一座罕见卡地亚（Cartier）Art Deco「Le Ciel」座钟

香港预展：3 月 31 日至 4 月 3 日｜拍卖：4 月 4 日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展览厅五
香港，2017 年 3 月 17 日

香港蘇富比「瑰丽珠宝及翡翠首饰」2017 年春拍将于 4 月 4 日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

行，带来当代设计奇才和传奇经典珠宝品牌的璀璨首饰同场竞艳。焦点拍品包括传奇珠宝名家卡地亚的 Art Deco 宝石
配钻石神秘钟、风格独特的 BHAGAT 红宝石配钻石手镯一对，以及由法国珠宝品牌 Mauboussin 设计之宝石配钻石项
链。此外尚有一系列顶级钻石、天然彩色宝石、珍珠及翡翠等。

蘇富比亚洲区副主席及珠宝部亚洲区主席郭进耀表示：「今春，我们很高兴呈献一系列由世界经典珠宝品牌设计的精心
杰作。拍卖重点首推卡地亚 Art Deco 宝石配钻石神秘钟，其不仅标志着该年代艺术创作之顶峰，也代表卡地亚登峰造
极的制表工艺；当然 BHAGAT 充满当代感的红宝石配钻石手镯亦绝不容错过。」

重点拍品
「LE CIEL」—— 神秘的魔法使者
Art Deco宝石配钻石神秘钟, 「Le Ciel」, 卡地亚（Cartier），1928年
估价：1,050万至1,400万港元 / 136万至181万美元
蘇富比很高兴能于本季春拍呈献这精妙绝伦的神秘座钟，其代表着卡地亚在装饰艺
术上雅量高致的审美品味以及制表工艺的空前理念，堪称时间的艺术。这座集精湛
技艺及非凡美学于一身的「Le Ciel」神秘时钟出自于卡地亚1922年至1931年一个
非同寻常的时计系列，且时至今日仅有13座存留，「Le Ciel」 便是其一。

恰似悄然游弋的光影，又仿若浩瀚飘渺的宇宙，「Le Ciel」钟面画满了各种星相标
记。星空表盘，饰以宝石点缀而成的繁星来描绘夜空的熠熠光辉——钻石制成的指
针如彗星般舞动在星球中。钟盘立于息息不绝的喷泉上部，并饰以一对来自18世纪
及19世纪的中国古董玉雕锦鲤，天空与泉水在鱼儿们的环簇下，在内敛的月亮石及
妖娆的珊瑚的映衬下，显得如此完美而和谐。

法式时尚
宝石配钻石项链, Mauboussin
估价：590万至750万港元 / 765,000至970,000美元
Mauboussin于19世纪在巴黎创立，以旗帜鲜明的大胆设计、硬派俊朗的线条以及几何
艺术的图案而名扬四海，并于1920年期间多次赢得多个奖项。一战以后，审美更迭，潮
流幻变不息。在1920年代，名媛贵族们竞相追捧长项链，除了搭配大型吊坠，还会加上
几条手链才称得时尚。此外，内心对东方风情的迷恋，多使设计师们采用色彩鲜明的宝
石，雕制成树叶或水果的形状，配以钻石、黑珐琅或玛瑙点缀其中。此长项链由雕饰过
的宝石镶嵌而成，可被分拆成四条手链及一个花篮形吊坠，当称Mauboussin前卫设计
的典范之作。

璀璨钻饰
海瑞温斯顿（Harry Winston）钻石手链
估价：200万至250万港元 / 258,000至323,000美元
海瑞温斯顿的前卫设计概念，坚持以宝石作为每款设计的主轴，为高级珠
宝制作奠定崭新标竿，成就历久常新的经典设计，贯彻其品牌风格。海瑞
温斯顿对钻石的迷恋一直引领其事业之路，他并决意穷一生之力把钻石的
华丽风采向世界展现。这款经典的钻石手链展现出「海瑞温斯顿」独树一
帜的风采，惯用铂金进行细腻的全手工网状式镶嵌，精巧却不喧宾夺主，
凸显出形状各异的钻石本身的璀璨之美，并使之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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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卧儿的魔法师
BHAGAT 红宝石配钻石手镯一对
估价：195 万至 280 万港元 / 252,000 至 361,000 美元
作为当世最伟大的珠宝设计师之一，巴加特大师（BHAGAT）一向擅长把中
西文化、新旧审美融会贯通，体现出艺术与精湛工艺的完美结合。他的作品
汲取了古印度文化的灵感，将伊斯兰建筑中辉煌的莫卧儿文明与当代审美的
奢华感交织一处，天衣无缝，打造出独具匠心的珠宝臻品。本次呈现的这一
对手镯，是巴加特大师对自然及周遭事物的独到诠释。簇簇纷纷的钻石聚以
波澜般的花瓣，衔接以椭圆形的红宝石，令整个铂金手镯一气呵成、大气别
致。隐秘式搭扣及开口曼妙无双，更由巴加特一手操刀而成。巴加特大师一
年仅创作不超过60件作品，每个手镯都需由工匠用上至少数月精密打造，每一件作品都称得上倾尽匠心。

猛兽之美
卡地亚钻石配蓝宝石及祖母绿戒指，「Panthère」
估价：150 万至 200 万港元 / 194,000 至 258,000 美元
时而敏捷刚烈，时而举止优雅，卡地亚经典「豹」系列世纪以来代表大胆无畏的女性
精神，从温莎公爵夫人、黛茜·法罗、尼娜·阿迦汗公主尼娜·戴尔及芭芭拉·赫顿等名流
藏家，充分体现个中非凡气派。这枚卡地亚「豹」戒指，既大胆奔放，又高贵雅致；
或威严沉着，或轻盈自如，完美平衡，瑰丽动人，彰显「Panthère de Cartier」系列
的野性魅力与动人传奇。戒指弧线徐徐延伸，豹俯卧指上，英姿焕发，其以祖母绿点
缀双眼，身上镶蓝宝石及钻石，绽放迷人光彩。豹不仅化身成珠宝珍品，更是恒久经
典的旷世标志。

优雅翡翠
天然翡翠 配 钻石 项链及耳环 套装
估价：2,000 万至 3,000 万港元 / 258 万至 387 万美元
自古以来，翡翠乃地位与财富之象征，并为佩戴者带来平安吉祥。翠绿晶莹之翡翠
被视为上品，誉为「帝王绿」。蛋面是经典翡翠打磨方式之一，不但凸显翡翠的浓
绿色彩，更寓意祥瑞富贵。色泽浓郁，水种兼备的蛋面翡翠本已珍稀罕见，要觅得
多枚质色均配的蛋面搭配成套，更是难上加难。此套件由九枚水色兼备的蛋面翡翠
组成，散发着慑人通透绿彩，晶莹欲滴，诚为浑然天成之极品，可遇而不可求也！

图片下载
Dropbox https://goo.gl/RpPj6q or Baidu https://pan.baidu.com/s/1c2BZG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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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不包括买家佣金；成交价包括落槌价与买家佣金，并扣除买家因作出「不可撤销投标」承诺并成功竞投而获得的报酬补偿。
如欲浏览拍卖网上图录、最新拍卖内容，或参与网上拍卖直播，请即登录 www.sothebys.com、或下载蘇富比为 iPhone、iPad、Android、Apple
TV 及 Amazon Fire 平台而设的官方应用程式
编辑垂注
一) 香港蘇富比 2017 年春季拍卖日程（拍卖日程或有变动。）
拍卖日期

拍卖项目

4月1日

显赫佳酿典藏 鉴藏家窖藏珍品

4月2日

珍稀佳酿及 The Macallan
笔道 II︰彩泼天下
现当代艺术晚间拍卖

4月3日

中国古代书画
现代亚洲艺术日场
光之绘画
现代及当代东南亚艺术日场
山口长男︰单色志
当代亚洲艺术日场

4月4日

中国书画
人间异珍︰奇．趣
当代水墨艺术
瑰丽珠宝及翡翠首饰

4月5日

珍贵名表
清润柔辉︰茉琳琵金顿珍藏黄釉御瓷
鱼豫幽蓝︰明宣德青花鱼藻纹十棱菱口大盌
玲珑雅趣︰明清掌上御瓷珍翫
韫古双仕︰美国私人瑰藏中国艺术品萃珍
莹净芳淳︰显赫私人瑰藏宋代瓷珍
灵动凝神︰长寿坊珍藏肖生玉雕
轻巧袖珍宝︰攻玉山房藏明式家具
中国艺术珍品

香港拍卖及预展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展览厅五（香港湾仔博览道一号）
二）瑰丽珠宝及翡翠首饰

亚洲区巡回预展

巡展日期

城市

地点

3 月 18 日至 19 日

台北

华南银行国际会议中心

日期

活动项目

地点

3 月 20 日至 26 日

设计巨匠: 二十世纪中期设计家具展售会

香港蘇富比艺术空间

三）香港蘇富比即将举行之展览

四）更多有关蘇富比拍卖行的资讯
新闻及影片
：http://www.sothebys.com/en/news-video.html
微博
：www.weibo.com/sothebyshongkong
微信
：sothebyshongkong
Twitter
：www.twitter.com/sothebys
Facebook
：www.facebook.com/sothebys
Instagram
：www.instagram.com/sothebys
Snapchat
：sothebys
蘇富比拍卖行自 1744 年起为艺术收藏家搜罗世界级的艺术作品。自 1955 年从伦敦扩展至纽约，蘇富比遂成为第一所真正之国际拍卖行，也是首家
于香港（1973 年）、印度（1992 年）及法国（2001 年）举行拍卖的机构，以及第一家于中国营商的国际艺术拍卖行（2012 年）。时至今日，蘇富
比于世界各地 10 个拍卖中心举行拍卖，包括纽约、伦敦、香港及巴黎这几个主要拍卖中心，客户亦可选用即投 BIDnow 于网上观看拍卖直播，并在
世界各地同步参与网上竞投。在拍卖以外，「蘇富比金融服务」让藏家尊享全球仅有的全面性艺术金融服务支援；同时，蘇富比亦透过旗下「Art
Agency, Partners」公司提供艺术品收藏顾问服务。蘇富比也为客户带来私人洽购的机会，涵盖逾 70 种收藏类别，交易渠道包括：隶属蘇富比环球
艺术部门的 S|2 画廊，以及两项零售业务──蘇富比钻石（
）及蘇富比洋酒。蘇富比拥有强大的环球网路，共有 80 个办事
处遍及全球 40 个国家，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最悠久的上市公司，代号为 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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