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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书画社与居然之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让原创艺术品走进千家万户
8月12日，燕京书画社与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居然之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致力于

推动原创艺术品与家居产业的深度融合。双方将在组建艺

术委员会、策划艺术活动、组织“原创艺术家”交流、写生和

创作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合作，真正让原创艺术品走进千

家万户。活动当天，燕京书画社成立40周年名家精品展系

列巡展活动———居然之家“原创艺术家”十里河站也同期

开幕。

燕京书画社是一家集收藏、展览、传播等为一体的京城

老字号文化企业单位，成立40年来，在众多艺术家口中树立

了良好的口碑，著名山水画大家李可染曾为其题写“书画家

之家”的赞誉，在业界广为传颂。近年来，燕京书画社紧跟市

场，创新经营模式，强化品牌加品牌的经营模式，以弘扬传

统文化为己任，打造具有多功能、全新的文化艺术品牌。这

次与居然之家的合作，是一次全新市场模式探索。

燕京书画社总经理石占成表示，我们两家的合作由来

已久，作为家居业巨擎，居然之家是第一个打出文化发展牌

的家居企业。这次合作，燕京书画社将依靠自身丰富的资

源，推出适合百姓看得懂、买得起的文化精品，助力“原创艺

术家”茁壮成长，让原创艺术品走进千家万户。

据悉，6月2日和6月3日，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居然传世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

司打造“原创艺术家”（ArtHome）项目，相继在居然之家北

四环店居然之家十里河店揭开神秘面纱。

居然之家总裁王宁表示，自6月初开业以来，“原创艺术

家”项目推进效果良好，包括燕京书画社、境艺园俄罗斯油

画、金坪朝鲜艺术馆、宝甄网、现代艺术中心、梁代书法+艺

术馆等一批颇具特色的原创艺术品牌已经入驻，同时围绕

书法、绘画、雕塑等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培训活动。原创艺术

家正逐步成为北京最大的集展览、销售、培训、一体化的原

创艺术文化交流平台。

在卖场中，消费者可以买到保真的原创艺术品，真正实

现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同时，原创艺术家也是居然之家

探索家居卖场艺术化的新尝试，在家居行业内也属首创。

牵手燕京书画社，共同探索卖场艺术化的新路，这是合

作双方深思熟虑的战略规划。“燕京书画社是中国书画艺术

行业的老字号招牌，一直致力于传统书画艺术的收藏、传

播。”王宁表示，“未来，双方将在共同推进社会文化产业繁

荣、满足艺术品消费需求、推动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方面

做出更大贡献！”

此外，活动还举办了原创艺术座谈会，孙安民、李燕、

刘万友等在座艺术家和家居企业家共同探讨了如何更好

地让原创融入家居、提升家居的艺术性，从而引领家居行

业未来的发展，促进卖场空间的艺术化。居然之家十里河

店总经理高正元表示，“原创艺术家”不仅要体现在居然

之家的原创艺术区域，还要体现在各品牌门店的原创艺

术品与家居产品的巧妙搭配上，体现在卖场空间的每一

个角落里。

未来，燕京书画社与居然之家将联合艺术家们根据各

品牌的产品风格或商户老板的需求，量身定制原创艺术品，

对卖场展厅进行布置，让顾客在选购家具的同时也可以购

买跟家具风格统一的原创画作，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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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艺术与家居的跨界对话

孙安民 北京市原副市长、书画家
“家有书画雅韵生”

今天企业家和艺术家能够坐到一起，非常有意义。书画家

作品画得再好，要是无人赏识，只能是怀才不遇。艺术家需要

得到更多人赏识，特别是企业家的支持，艺术家的生命才能更

加旺盛。这次合作可以说是适应了当前的市场趋势，让书画

家插上市场的翅膀。合作双方资源互补，有家具品牌店，有

各种营销渠道，将书画和这些绑在一起，一定会让艺术产业

走得更远。通过家居，使人们更重视书画，将书画引入到家

居生活，我觉得这是务实的一次合作。

“腹有诗书气自华，家有书画雅韵生”。艺术可以提升我们

的生活品质。希望我们携起手来，让经济发展，让文化自强。

李燕 著名书画家
“艺术的审美标准在群众之中”

中华民族哲学核心的代表者老子讲自然为道。看居然

二字，居，体现了屋中带古意的雅致；然，表示同意。我们讲

自然为道，天人合一，环境要和家居是一体。我们现在需要

真正的艺术眼光和标准，标准就在群众之中。西方人造房

子，先要平整土地，再在屋里设计，再盖房。中国人则是盖园

子，园子中只一小块属于人的生活区。中国人喜欢把自然的

东西引入生活。

老北京话讲：好房子得配好瓤子。瓤子是指室内的陈设，需

要根据房屋有所设计。有些地方需要加围帐，改变尺寸和空间。

在传统美学观念之下，我们要考虑家居、陈设。现在家庭家居背

景格调不高，缺少文化的沉淀，但书画艺术可以很好地体现家

庭文化品位。书画要和家居环境协调，要和器物协调，也要和

时令协调。暑天可以挂雪景、荷花，显得清新雅致，就不要挂大

红绸子了。

另外，艺术品要看得懂、买得起。前些年市场不正常，泡沫

化、混乱化、苍白化。燕京书画社与居然之家的合作是艺术市

场重要尝试，可以先从艺术品价格的调整入手。

赵青仲 燕京书画社副总经理
“强强联合，探索发展新路”

这几年艺术市场的调整是巨大的、深刻的。很多艺术圈外

的人可能体会不是很深，但是艺术家、画廊、拍卖反应非常巨

大。原创艺术家的创建是一个创新，也是燕京书画社发展文化

的探索。我们对原创艺术家的创建有很多想法。因为燕京已经

经过了40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很多次的调整，我们对这个市

场的变化非常敏感。所以原创艺术的平台打造好了之后，双方

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强强联合，探索一条新的路子，但是这条

路子需要做的事很多，路还很长，是一个巨大挑战。

晁谷 著名书画家
“双方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燕京书画社与居然之家的合作关注原创艺术，可以更好

地保护艺术家的权益，双方强强联手走出了一条新的市场模

式。燕京书画社40年的发展是北京人的骄傲，推出了一大批在

当代画坛有影响力的艺术大家。走到今天，在习近平总书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双方联手为艺术走进千家万

户，让高雅艺术之美装点我们生活之美助力，我觉得是一个很

好的创意。这个举措一定会获得很大成功，也能让我们艺术家

的创作真正接受大众的检验，真正能够为百姓装点生活服务，

提高家居生活的居家氛围。

赵准旺 著名书画家
“原创艺术可以从衍生品入手”

我在海外多年，发现艺术衍生品有很好的市场，经营的商

家销量很好。我建议原创艺术可以先从衍生品来做，这个行业

在日本、韩国、法国等国家很流行。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最

上游的是作品，下面就是以作品的衍生品，诸如制作烧制瓷器、

陶器、茶杯等产品。另外，由于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太高，很多人

买不起，但是可以制作高品位、高质量的印刷品，签上艺术家的

名字，限量制作，做好防伪的程序，这样对于艺术进万家是一个

很好的渠道。

温世权 意风家具董事长
“原创艺术有助于企业产品的推广”

企业擅长产品运营，艺术家擅长艺术作品创作。燕京书画

社和居然之家签约后，如何通过合作把产品、作品变成商品，可

能是未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有原创艺术审美的商

品对企业做展厅、做整体规划和设计等方面市场的提升可能会

更快一些，真心希望艺术品能走进千家万户。希望企业家和艺

术家能多在一起坐坐，把企业家身上所谓的市场味，和艺术家

身上的文化气质能有效地融合到一起，艺术家的作品也越来越

让市场挖掘出来，企业的产品也会越来越有味道。

刘万友 蓝色早晨家居总经理
“书画是家具的眼睛”

北京市正在打造文化之都，今天的活动是一个很好的落地

举措。随着大众艺术审美的提升，作为企业、商业，需要艺术的植

入。因为我们现在需要满足客户方方面面的需求，不光是吃穿，

还有艺术方面的寻找。与国外相比，我们的艺术欣赏氛围普遍不

高。原来大家觉得书画很贵，都在收藏书画，现在我觉得每一个

家庭中需要书画来画龙点睛。书画是家具的眼睛。没有画，房子

里缺少氛围。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满

足客户需求。

纪清远 著名书画家
“合作有助于体现艺术真正的价值”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燕京书画社还继续活跃在北京的市

场，周围还聚集了一大批活跃的艺术家和优秀的企业家，一起谋

求发展，这是很难得的。今天见证了居然之家和燕京书画社的合

作，这是一种缘分。今后企业的发展，要吸取前些年的教训。前些

年书画市场混乱，违背了规律，资本裹挟了艺术的发展，造成了很

多不良现象。今后希望双方的合作不能以资本的态势进行，要让

艺术走进千家万户，要实实在在体现艺术真正的价值。

邢少臣 著名书画家
“双方将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我感觉居然之家与燕京书画社此次签约就是为大众服务，

既然是服务，双方就需要携手落实大量具体的工作。作为艺术

作品的创作者，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对作品质量把好关，创作出

佳作，为双方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高正元 居然之家十里河店总经理
“打造家居行业新卖点”

居然之家的原创艺术项目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场交流展览活

动，推出了艺术免费体验班，特别是赵准旺老师针对儿童的水

墨、彩铅、丙烯、水彩等培训课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原创艺术

家不仅是在我们居然之家的原创艺术区域，更要体现各品牌门

店的原创艺术品与家居产品巧妙地搭配，体现在卖场空间的每

一个角落里。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艺术家和企业家，共同探讨如

何更好地让原创融入家居，提升家居的艺术性，从而引领家居行

业的未来，打造家居行业的新卖点，促进卖场空间的艺术化。

原创艺术将联合艺术家们和各品牌的艺术风格以及在座

老板的需求，量身定制原创艺术品，对卖场展厅进行布置，顾客

在选择家居的同时，也可以购买和家居风格统一的艺术品。让

艺术品不再只是价格高昂的大家之作，让广大消费者能够欣

赏、买得起。原创艺术品所产生的收入，我们也将商议，制定出

艺术家和家居品牌的分配机制，从而实现共赢。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胡晓钰

一个美好的家，应该是与艺术作伴的。在燕
京书画社与居然之家签署战略合作的同时，一场
关于艺术与家居的对话正式开幕，孙安民、王宁、
石占成、李燕、刘万友等来自艺术界、企业界的40
余位重量级嘉宾以艺术走进家庭为中心，进行跨
界对话，围绕艺术如何更接地气，真正地走进日
常生活，去关心人们的居家感受等话题展开深度
探讨。

石占成 燕京书画社总经理
“让老百姓买得起艺术作品”

燕京书画社成立四十周年书

画系列活动名家精品展刚刚在新

闻大厦隆重举行。居然之家董事

长汪林朋当众宣布，居然之家与

燕京书画社要深度合作，并将此

画展在十里河店或北五环店进行

巡展。今天我们在居然之家十里河店原创中心开始了巡

展，两家将签订关于发展文化艺术的战略合作协议。居然

之家已经营业260余家，创造了很多家居业的第一，第一个

提出先行赔付，第一个提出收购旧家具，第一个打出文化

发展品牌的家具企业。燕京书画社是文创机构的老字号，

曾在旅游、酒店、地产、商场等方面发展，经过几年的调整，

把文化艺术作为发展方向，有着40年经营书画的经验，有

懂书画的人才，有众多书画家资源。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上的讲话提出，主动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以及

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阐述，文化要贴近人民，文化为

百姓服务。燕京书画社与居然之家经过几年来的深度合

作，一致认为当今发展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感，急需探索

一条文化发展的新路，这成为双方的共识。

双方共同打造居然之家原创艺术家，让原创艺术走进千

家万户，推出老百姓看得懂、买得起的文化精品，燕京书画社

以40年经营书画的经验，支持和把关居然原创艺术家的发

展，共同打造一个具有正能量的文化讲坛。原创艺术精品能

够在画家工作室与书画爱好者之间互动，形成能够体验触感

的艺术园地。向着服务于百姓，服务于企业，服务于艺术家的

企业化平台发展。今天是个难得的日子，燕京书画社邀请了20

多位艺术家，居然之家邀请了20多位家居行业的老板，共同探

讨书画艺术怎样走进千家万户，为丰富老百姓的文化生活献

言建策。

王宁 居然之家总裁
“推动艺术品走进千家万户”

燕京书画社是中国书画艺术行

业老字号的艺术招牌，一直致力于

传统书画的收藏传播。多年来为推

广书画艺术、致力文化产业做出了

巨大贡献。今天，基于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推动原创艺术共同发展

的理念，居然之家原创艺术家与燕

京书画社达成战略合作，我相信双方将在共同推进社会文化

产业的繁荣、满足艺术品消费需求、推动艺术品走进千家万户

做出更大贡献。

目前居然之家原创艺术家项目推动的状况良好，包括燕

京书画社、金坪朝鲜艺术馆、宝甄网等一批原创艺术品牌已经

入驻，并且已经举办了两岸书画艺术展、宝甄网沙龙，以及中

国传统绘画与当代水墨的变革等主题活动，同时围绕书法、绘

画、雕塑等主题开展一系列培训活动。原创艺术家正在逐步成

为北京最大，集展览、销售、创作、培训一体化的艺术交流平

台。居然之家准备等这一模式成功后，在全国卖场进行复制，

将原创艺术家推广全国。

今天居然之家的原创艺术家和燕京书画社即将开启战略

合作，同样也是燕京书画社四十周年巡展十里河站的重要开

始。6月居然之家原创艺术家分别在北四环店和十里河店分别

开业，原创艺术家项目是我们落实新时代文化强国、文化建国

国家发展战略的具体举措，更是从企业自身出发，以原创艺术

品满足消费利民的举措。原创艺术家项目初衷是引导艺术走

向生活，通过搭建原创艺术家与大众消费的平台和空间，既为

年轻艺术家提供了发展创业的空间，也迎合了消费升级的需

求，让消费者能买到原创、保真的艺术品，真正推动原创艺术

走向千家万户，同时实现居然之家卖场本身空间的艺术化，可

谓是一举多得的创举。

孙安民

李燕

赵准旺纪清远

高正元

刘万友

赵青仲 温世权

邢少臣晁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