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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 art is a new style of art.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popular, popular and mass produc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t market are to serve the masses and retail a large amount of cheap
daily necessities produced in mass production. Pop ar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permarket. Andy
Warhol is the leader of pop art. He uses supermarket goods as a repeat arrangement, a neat and
repetitive arrangement, a brilliant color, and an excellent pop art. The biggest common feature of pop
art works and supermarkets is duplication. Similarly,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the market is also to
serve the public, and finally the art has become commercialized, and has created a huge ar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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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波普艺术是一种新型的艺术风格，它的特征是大众化、通俗化、批量生产的；而艺
术市场的特征是为大众服务，零售大量批量生产的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波普艺术与超市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安迪・沃霍尔是波普艺术的领袖，他用超级市场商品的摆放同样是重复
排列，整齐而重复的排列，艳丽的色彩，远观亦是一幅优秀的波普艺术作品。波普艺术作品
与超市最大的共同点是重复。同样，市场的经营理念同样是为大众服务，艺术最终走向商品
化，并催生了巨大的艺术市场。
1 大众审美的产物――波普艺术
1.1 波普艺术
波普艺术是20世纪的流行艺术（popular art），也是流行艺术的简称，被称之为新写实主
义艺术，因为波普艺术（Pop ART）的POP是“流行的、时尚的”（popular）的英文缩写。
它也是20世纪流行文化的代表之一。作为20世纪后现代艺术之一，波普艺术影响力最广泛、
传播力度最大，最能广泛普及的一种艺术形式。所谓波普艺术，是指艺术主体把所有的额外
负担客观存在物作为艺术载体，并赋予其价值与内涵，以传输给观赏者最大众化、最普及化
的艺术形式，以期与观赏者精神上引起共鸣。
1.2 波普艺术的特点
波普艺术在产品包装和普及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将市场中的商业元素用于艺术中。
因此，当代的艺术流行，正是由于在波普艺术的助力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波普艺术在
市场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当代的传媒已趋向大众化、商业化，波普艺术成为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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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广为流传的艺术形式，至此波普艺术形成了一股吹向大众生活的流行之风。波普艺术是
在美国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催生出的艺术形式，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文化运动，多以上层社会的
典型形象或戏剧中的偶然事件作为主题。它反映了战后重建社会中的新青年一代对于文化的
价值取向，力求体现自我价值，追求新事物的心理状态。
1.3 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安迪ꞏ沃霍尔（Andy Warhol,1928.8.6－1987.2.22）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
提倡波普艺术，同时也是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他对波普艺术的影响巨大。他敢于创新，例
如运用凸版印刷、橡皮或木料拓印、金箔技术、照片投影等各种手段技法。他的波普艺术也
影响了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艺术，在这期间，中国艺术也形成了一阵波普风，有些
学者还将政治人物画像和“文革”海报称之为中国的政治波普艺术。
2 商业选择了波普还是波普选择了商品
2.1 商品和波普
安迪（Andy Warhol）看明白了商品。商品的本质是复制。而不是价钱，商品价格的产生，
是建立在你想占为己有的时候。商品也就是物品，物品是有使用价值的，而没有具体的内涵，
物品设计的再精巧还是逃不过商品的性质范围。物品谁都可以看得懂。但我们有时也会看不
懂物品，而且大部分人都看不懂或不理解当代艺术品。原因是大部分人都不理解“这个东西”
的价值何在？艺术中的感情是难能可贵的，之所以被称之为艺术品，是在这个物品中附着着
艺术家的感情，是情感传达的媒介。那个时候很多物品的出现让人眼花缭乱。而安迪的职业
是画广告画的。这种最基础的手段对一个艺术家的影响可见一斑。安迪作的作品大部分都是
美式广告画。物品复制忽然变得如此得心应手，对艺术的影响巨大，同时代很多的工匠和艺
术家面临的将是失业。
物品的复制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复制标志着印刷术的开启，也是真正的信息开始广为流传
的时代，标志着现代西方走向强大。而不是蒸汽机。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的织布机和水
车技术是要早于西方的蒸汽机的。可是现在的3D打印机也上市了。
爱马仕这个国际时尚品牌，如果没人用它了，它也不会成为现代生活中的时尚。时尚除了
美的特点，还有缺稀性。我们谈论安迪崇尚时尚，虽然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很大，但却不知
道如何谈论他。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很少。精神是神圣的，但任何精神都是被赋予的，不
是原本就有的。
安迪（Andy Warhol）：“你想想，百货商店就是一个博物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独特
的审美眼光，他不仅是一个商业艺术家，同时还是个哲学家。
2.2审什么美？
审美在很早以前是欣赏。但美这个词很宽泛。艺术的起源是人们的感知，表达是情感宣
泄的需要。郑也夫说，开始的时候语言简单，美这个词以一当十，我们就把一切舒服的统称
为美。但是一个搞美术的人一定会重视美，在意美的成因。美术的递进思维过程是很有趣的。
先有感知，随后有了观察，然后开始表现，就算是写实描绘也是具有抽象特征的，写意就更
抽象了：在印象派那里产生了反思，一开始反思眼睛这个观察器官，这个折射元素很有可能
是骗人的，梵高和康定斯基也同时感觉是这样，“阳光穿过你却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变化
的太快了，安迪一看，前人的视网膜已经破了，索性就把这个思考扎入人脑里。让人一时适
应不了。这就用自己的生命检验出了答案。美是必然还是偶然?都不是。葱要和酱作伴，没人
拿着葱也是酱。而人的伴侣就是感觉器官。非常客观。美赤身裸体被逼到了墙角，无所遁形。
此时，物品已被扒光，但它依然变化着，这种变化，就是思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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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波普艺术和商业
3.1 艺术向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使用波普艺术语言的创作流行在世界各地，波普艺术已经成为世界性语言。这种世界性
语言的形成依靠于社会消费，成为全球化文化现象，只要社会有消费的地方，波普艺术就有
其生存的土壤。艺术品进入市场，它就已经属于流通的“商品”，商品有使用价值，它能满足人
类的某种需求，或者制造某种效应。既然它流通，并且有一定的“交换价值”，那么它就是有用
的（使用价值）“商品”，而价格，指的是不是“使用价值”（这个价值无法用金钱估量），是商
品的价值的体现。
商品的价格只能体现相对的价值，而且还涉及到供求关系（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同
时，价格的波动其实跟“价值规律”是一样的，只要了解了艺术品的使用价值，供求关系，就能
理解为什么艺术品能买这么贵。当然，重点在于，艺术品的使用价值到底是什么。
3.2 艺术导向“非传统”形式
艺术品跟生活必需品不一样，它是一种精神奢侈品，价值不是靠什么“生产条件”，“劳动
时间”，“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之类的东西来衡量的。比如300年前的画，如说画技，工艺，
理论水平，美学，现在的画肯定比旧画要高级，但艺术价值不仅仅是看艺术史的先进性，还
要看所处的历史地位，和美学意义。劳动强度也不是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劳动强度也不仅
仅是手工性，甚至跟专业（科班出身）与否都没关系，还有很多艺术家是版画出身，建筑出
身，设计师（培根20出头时就是个室内装饰设计师）。更有一些街头艺术家像基斯ꞏ哈林，巴
斯奎特这种奇才都是天赋异禀的。唐宋元，到明清，国画都是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八国联
军侵华后，价格骤降，损坏和流失异常严重。经济对价格的影响更是明显，金融危机的时候，
艺术市场同样不可避免。
3.3 市场“炒作”催生艺术价值商业模式的建立
决定艺术品价格的要素，最主要的，当然还是艺术水准，学术质量了，这是个基本要求。
而参与市场运作后，市场知名度高的往往跟占便宜。一般作品价格高的艺术家一直以来都有
很高的威望，学术上已有广泛认同，而且大多已谢世。现在市场上投资的对象大多集中在印
象派，后印象派，巴黎画派和20世纪现代艺术，战后艺术的作品，这也是为什么佳士得，苏
富比会专门以年代分出几个部门来进行拍卖。这些艺术家如梵高，毕加索，夏加尔，贾斯帕ꞏ约
翰，贾科梅蒂等都是艺术史上公认的大师，声誉很好，尤其安迪这种消费主义的作品更是再
适合不过。同一艺术家的不同题材，不同尺寸，创作年代（时代背景），作品的传承（先后由
谁收藏），存世量，在艺术家创作生涯中的地位，购买者的能力，购买者的投资观念，历史
文化影响（民族情结，文化差异等）市场趋势通货膨胀等也会影响价格。安迪ꞏ沃霍尔试图打
破“越是稀缺的作品价值越高”的惯常说法，他的作品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虽然不可避免
的会被”稀缺“的概念困住，但因为波普艺术的流通量，事实上他已经做到了。他在半个世纪
前做的事，现在大家才渐渐理解，而市场则从他去世后才开始真正的运作。在越来越多承认
之后，价值越来越高，从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
“赚钱就是艺术，工作就是艺术，好的生意就是最好的艺术”，安迪·沃霍尔曾说到。
4 结语
波普艺术充满争议，矛盾自然也充斥其间，存在与商业又独立与世界，随意而为又捉摸
不定，它的商业价值远超于其艺术价值，肤浅的华丽与神秘的暧昧共存，象征意义也远超于
之前的艺术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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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霍尔之后，毕加索是最受欢迎的艺术家，2015年共售出2820件作品，成交额达4.487
亿美元。其中就包括了他的情人多拉·玛尔（Dora Maar）的肖像，在2015年5月份拍得2260万
美元，还有《The Rescue》，在2014年5月售得3150万美元。
在毕加索之后的则是弗朗西斯·培根，虽然他只有114件作品售出，但是成交额达到了3.06
亿美元。仅《约翰·爱德华兹三联画作》一件作品就拍得4740万美元。
在排名前10的艺术家中，只有一位在世艺术家，他就是格哈德·里希特，是2015年成交
额第四的艺术家，作品拍卖成交额达2.946亿美元。第五则是马克·罗斯科，他的15幅画作售
得2.81亿美元。可以看出，消费社会有利也有弊，一方面，人类社会需要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
础的商品社会;另一方面，人们也要防止消费主义使文化的扁平化、肤浅化和商品化。
艺术越来越疯狂，波普艺术市场走向的路，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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