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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依民《岁月如歌》 190cm×230cm

“我爱丹青·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展”即将亮相

水墨新势力演绎多元艺术形态

我爱丹青·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展
开幕式：10月23日 下午3点
展览时间：10月23日-30日
展览地点：树美术馆（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艺
术东区）
联系人：赵青仲 13801320655

展览预告

此次展览从今年4月开始启动，是继2015年首届活动之
后的再度举办，在历时半年的活动期间，组委会共收到来自
全国优秀艺术家3000余幅作品，最终，经过专家评审会的审
核，共评选出5位金奖艺术家、50位优秀奖艺术家。作为活动
组委会挖掘的一批实力派新人新作， 艺术家们携带佳作的
首次集体亮相，将为观众带来别样的艺术体验。

作为一家有着30余年历史的文化老字号，燕京书画社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成立伊始， 便一直紧跟国家的文化导
向，不断完善企业发展，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对于此
次书画活动的举办，燕京书画社总经理石占成表示，“两年
来，燕京书画社为落实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推出了一系
列接地气的艺术交流活动，从文艺界老艺术家的跨界书画
展，到举办朝鲜艺术家油画展，再到当代优秀艺术家的绘
画展，多空间、多领域地展现了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面貌，
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产生了良好的文化影响，此次画
展的举办正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国家文化精神，迎合百姓文
化需求，以此为藏家、艺术家搭建宣传、收藏的服务平台”。

“我爱丹青·全国中国画展”活动所关注的均为当代实
力派中青年艺术家，这也符合燕京书画社和我爱丹青网一
直以来的经营理念。“挖掘新人、发现新人、推广新人是燕
京书画社一直以来最为看重的，杨延文、贾又福、赵准旺等
这些我们早期推出的艺术家，如今已成长为当代画坛的领
军人物。尽管当代艺术市场处于深度调整期，但无论市场
如何变化，我们一直还在延续这种历史传承，此次画展所
推出的艺术家均为画坛的新锐力量，特别是集合了很多优
秀的青年工笔画家，其中不乏国家级优秀画家，这些作品
技法细腻、构图新颖，有着鲜明的思想内涵和时代气息，这
是书画社艺术追求的一次集中展现。” 燕京书画社副总经
理赵青仲表示。

我爱丹青艺术大数据库网于去年上线，主要通过线上
展示、线下展览推出中青年的艺术家，注重艺术品的内在
艺术价值，力图以物超所值的市场挖掘、立体的经营方式
打造理性的收藏平台， 同时着眼于记录画家的成长历程，
建立丰富的艺术家数据库， 如今入驻艺术家已近2000名。
与燕京书画社再度联合举办此次展览，网站创始人金啸正
是看中了燕京品牌30多年的历史，他认为，“燕京书画社在
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在作品的展销方面更具实力，了解
企业的收藏意愿，有很强的市场分析能力，所售的藏品本
着为藏家服务的原则，让买单的藏家物有所值，这与我们
的工作方向不谋而合”。

“我爱丹青”全国中国画展活动举办两年来，两家艺术
机构携手所推出的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这坚定了继续合作
的信心， 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个着眼于未来的长远规划。石
占成表示，“我们将持续举办下去， 发现有艺术价值的画
作，以个展、群展的方式不断推出新人，关注艺术家创作动
态，真正让市场来决定艺术品的价值，为书画进万家做好
铺垫”。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10月23日-30日， 由燕京书画社和我爱丹青
网共同主办的“我爱丹青·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展”
活动将在北京宋庄树美术馆举行。 展览汇集了曹
玉香、程宝江、王依民、韦少东、徐裕颂、张瑞东等
中青年艺术家的精彩画作255幅， 作品涵盖了山
水、花鸟、人物，题材多样，个性鲜明，展现了艺术
家们多元的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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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丹青
承古融新
燕京最是秋光好，映日红栌照嫩寒。画苑才俊齐奋

力，“我爱丹青”展新颜。值此“我爱丹青·第二届中国画
展” 即将隆重开幕之际， 艺库与画社布展同仁连日辛
劳，擦拭汗水，面对悬挂妥帖的幅幅佳作，“恰似那姹紫
嫣红开遍”的百花园；不禁心潮起伏，思绪翩翩……

2014年，也是金风送爽时节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文艺是时
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
一个时代的风气。我国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
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
想，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为历史存正气，
为世人存美德。习总书记的教诲与激励 ，昭示着一个
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大繁荣、文化产业大发展的伟大时
代到来。

文化艺术品+互联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它为文化艺术品生产、收藏这一产业链的每一个体
及机构提供更多获益的机会。2015年春，“我爱丹青艺
术大数据库”就是这一时代催生的宁馨儿。它是依托网
络平台，线上线下并进，记录和推荐中青年艺术家及其
艺术作品的成就与发展的艺术机构。 甫及降生便出手
不凡，同年以“我爱丹青首届中国画大展”的成功举办
而声名大振。

天街细雨又绵绵，霜叶彤彤映钜篇。画社同仁纷纷
诵，谆谆教诲润心田。几乎在同一时间，燕京书画社同
仁在石总经理的带领下， 结合30余年改革先行者们怀
着对党理想之崇高信仰，对文化事业之执着追求，对艺
坛耆宿、新秀之悲悯情怀；乘改革鸿运，审时度势，开基
立业。前辈缔造，艰苦卓绝；后昆奋起，蓄势待发的历史
进程，学习总书记讲话，决心以创业者为榜样，辛勤耕
耘，提高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塑造与时代脉搏相
契合的企业精神。燕京书画社地处首都核心区，自应殚
精竭虑为弘扬首都优秀文化传统， 增加首都文化软实
力，提高北京人文化素养而尽其绵薄。

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优
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
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本次大展正是以这一标准进行评判选拔的。 我爱
丹青艺术大数据库及燕京书画社这两家文化平台联手
合作举办此次大展就是基于共同的信念： 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致力于中国书画市场精品时代的传承与
创新。立德树人，培养和推荐中青年国画艺术家。

何谓“文化”？简言之即“人化”，“以文化人”也。中
华数千年绘画史不乏“成教化，助人伦”、“同民心，出治
道”、“千古兴衰，披图可鉴”的明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言：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占满了铜臭气。

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
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 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
人民。不立德无以树人，凡树人必先立德。

我们殷切地希望此次参展的艺术家牢记领袖语重
心长的教诲，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
艺术个性进行创新， 努力创作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
观念、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的审美追求，思
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艺术作品。是为序。

赞曰：“我爱丹青”承古融新，弘扬国粹，立德树人。
（燕京书画社顾问 王金钟）

张玲菱、易红林《迢迢西域情》 180cm×96cm

杨玺、義璧《仙山琼阁图》
101cm×203cm

周连刚《雨后金灵各自欢》
120cm×180cm

左敏《远雷》
110cm×192cm

赵海燕《砬坡山居图》
146cm×193cm

徐裕颂《富贵千年》
245cm×125cm

谢运南《清阴文禽》
123cm×245cm

张帆《禅心尽入》
138cm×200cm

曹玉香、程宝江《雪落有声》
150cm×220cm

张林荣《山叶红时觉胜春》
140cm×300cm

邹丽《郎木寺的午后》
124cm×247cm

韦少东《新山海经》
45cm×180cm×4

伍宏晨《初夏》
118cm×231cm

杨艺丹《合欢图》
140cm×242cm

张丽萍《幽谷鸣禽》
125cm×240cm

徐雪峰《恒古往事》
160cm×240cm

武春玉《邱园养素》
144cm×174cm

党仁浩《雨林春韵》
180cm×240cm

朱大明《家园》
175cm×174cm

王兴春《岁月痕迹》
190cm×200cm

陈明信《花语清清》
120cm×217cm

张瑞东《霜露凝华》
95cm×245cm

张之鹰《松月静坐图》
112cm×247cm

张辉《向范宽致敬》
120cm×240cm

刘素梅《池塘清幽》
120cm×240cm

吴光甫《人物》
97cm×182cm

邓刚《秋江暮色》
123cm×247cm

戴启发《暗香疏影》
123cm×247cm

韩海峰《秋丰》
98cm×181cm

徐恩家《窗·新绿》
99cm×239cm

利有成《栖》 93cm×171cm

张怀勇《家山瑞雪》
140cm×140cm

管强《梦归故园》
125cm×249cm

白杰《春酣》
135cm×240cm

刘建国《桑吉》
90cm×180cm

李传歌《清塘野趣》
120cm×210cm

吴铭《爱的呵护》
96cm×180cm

胡韵《红色江山》
119cm×200cm

高继兴《盛世流光》
145cm×180cm

梁春宏《一溪云水出秋山》
240cm×120cm

勾奇志《祺祥家园》
148cm×19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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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艺术观照生活
对于艺术家来说，艺术不仅是一种工作和身

份，更是崇高的人生追求和远大的目标，一个值得
为之不断争取又不求回报的理想。艺术家们以笔为
媒，将纸为介，取造化之精华，得时代之风采，尽情
挥洒出一幅幅隽永的图画。

20世纪以来，艺术家们围绕艺术为生活、服
务于生活的主题 ，以齐白石 、李可染 、黄胄为代
表的艺术家创作了一批经典的历史巨制 ，使传
统的中国画焕发出勃勃生机 。如今 ，多元的文
化背景下 ，艺术家在继承前人绘画精华的基础
上，创作风格更加多样 ，个性更加鲜明 ，以精纯
朴厚的技法风格表现时代新象 ，赋予了中国画
新的生机。

在第二届“我爱丹青·全国中国画展”展出的
作品中，艺术家们从日常形象与平凡情节中挖掘
绘画素材，在生活细节中融入个体对于世界的认
知，并以自身的真切体验与视角，勾勒这些平凡

的美好瞬间。在表现题材上，一方面受到传统中
国文人画的影响，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持续保持这
种理想追求，作品观照自然界中一草一木，试图
以现代的表现手法与传统技艺完美结合，再现一
种人文的文化追求。另一方面，很多艺术家又将
视角放眼现代人类生存环境，聚焦当代社会的存
在状态，高原、草原与故乡风土中的人与物，成为
艺术家们关注与迷恋的主题，在不同技法、不同
时间、不同空间的作品呈现中，艺术家勾勒了一
个充满不同情感的多彩世界。

正如本次展览主题所揭示的，“我爱丹青”指
征着一种态度、 一种思考与观照艺术的深度，一
种绘画的细致与精谨， 在艺术这块丰沃的土壤
之上， 每一位艺术家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和视角去观照世界、观照自然，在这笔墨涂抹的
背后，喻示着他们对艺术生命长度与广度的感悟
与认知。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时红明《刘公岛松魂》 120cm×210cm

马小虎《高山流水》
100cm×200cm

沈胄《清风望月白照人》
200cm×200cm

柳春峰《故土》
118cm×206cm

王雨晴《南风物语》
118cm×197cm

秦博《山乡》
125cm×246cm

王月松《秋风深处》
180cm×120cm

吕古娜《筑梦》
138cm×218cm

龙新平《清风鸣和》
138cm×240cm

王海霞《月是故乡明》
140cm×220cm

田凯《自在水云乡》
90cm×180cm

王文凯《秋韵图》
146cm×246cm

王冕《圣山之灵》
152cm×200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