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5.26

燕京书画周刊
YanJing Painting Weekly
总第48期 今日4版 周五出版（双周刊）
联合主办 燕京书画社 十里河画院
执行主编 隋永刚新 |闻 |启 |迪 |财 |智

D1-D4

主管总编辑助理 李铎 编辑 隋永刚 美编 贾丛丛 责校 杨志强 E-mail： suigongli12403＠163.com

燕京书画社：老字号的收藏经

赵青仲说，燕京书画社成立之初和发
展的前期他还在专心画画，关于书画社的
很多故事也是通过已经退休的老先生们

得知的。燕京书画社成立于1979年6月，是
北京最早的一个集体形式的画廊，也是北
京市专为中外旅游者服务的大型专业商

店之一、国家批准的首批涉外旅游定点购
物商店之一。“1978-1979年正是大批知青
返城的年代，为了解决他们以及毕业生的
就业问题， 时任崇文区区委书记的张旭
（后任北京市书协主席） 提议办一个书画
社。 当时由8名知青在天坛祈年殿旁边搭
了一个塑料棚子，燕京书画社就这样形成
了。”至于作品的征集工作，赵青仲说：“那
时候作品都是从各个办事处收上来的业

余书画家的作品，就这样支撑了两个月的
时间。 当时日本人非常喜欢中国书画，购
买力很强，甚至有的时候可以用‘抢’来形
容。”在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后，燕京书画社

进入祈年殿的东殿和西殿。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北京可以经销

字画的只有五六家画廊，包括荣宝斋、宝
古斋、北京画店等，燕京书画社是其中惟
一一家可经销字画的集体企业。“其他机
构要想销售字画要与我们签订代销合同，
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
直到拍卖开始兴起，画廊越来越多，政策
也无法再执行。”赵青仲说，“当时收画主
要为了销售，有日本旅行团来的时候，一
面墙的字画被抢购一空。那些画的作者在
当时名气并不大，而30年之后他们都是画
坛响当当的人物，比如徐希、擅长仕女人
物画的白伯骅、 山水画家杨延文等等。”
在收画中形成收藏理念。

依托于录用返城知青免税的政策 ，
燕京书画社在当时快速成长， 到上世纪
90年代初期已经形成了20多个门市 ，他
们还是着力大批收购字画。“当时的价格

非常便宜， 普通作者比如杨延文的画也
就4元/平尺 ， 徐希的画最贵的10元/平
尺，范曾的画是价格较高的，但也仅仅二
三十元/平尺。”赵青仲说，在收画的过程
中发现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一些原创
的巨制作品， 我们就作为镇店作品收藏
了，不再对外销售 。经过不断的探索 ，我
们形成了自己的收藏理念， 那就是创作
的东西、巨制的、够收藏级别的才是我们
需要的，而不是市场上流行的、随处可见
的。 除了字画外， 我们还收藏了一些珠
宝。现在，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

燕京书画社能做到有意识地收藏还

源于他们拥有一批如王成喜、 周之林这
样的专家 ， 当时留下很多如董寿平 、范
曾、周怀民、许麟庐等大家的精品 。其中
一张胡爽庵画的巨幅《老虎图》让赵青仲
印象深刻，“这幅画8平尺，在如此大的纸
上很难完成这样一只老虎， 当看到这张

画的时候我们决定不再对外销售”。在众
多收藏中，白雪石的《骏马河 》也典型地
体现了燕京书画社的收藏理念。“这幅画
画幅达丈二匹，有七匹马呈现于画中，是
白雪石作品中非常经典的一张， 与他典
型的桂林山水画不同。 我们要收藏的就
是这类作品， 而不是画家为了应对市场
而创作出的东西。”

燕京书画社长期致力于经营名家字

画，除了销售外，收藏也是一个艺术机构
的根基，支撑着企业的发展，收藏在一定
程度上也体现了燕京书画社的品质。针对
燕京书画社收藏理念的转变， 赵青仲坦
言：“我们的经营方向就是字画营销，有钱
就要买画，没有想过系统地收藏，但是慢
慢感觉，为了企业日后的发展我们要有选
择地收藏。 有别于市场上常见的作品，有
创作，是我们收藏的门槛。”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龙瑞《渔乐图》67cm×67cm

沈鹏书法 67.5cm×65cm

马晋《八骏图》 125cm×46cm 田黎明《人物》110cm×33cm 秦岭云《竹子》139cm×69cm

从一个为了解决
返城知青就业的民间
艺术团体到如今聚集
了一大批中国画坛艺
术巨匠的京城文化名
片， 燕京书画社经历
了38年的历程。 燕京
书画社在这38年里不
仅为后人留下了精品
佳作， 也逐步完善了
自身的收藏理念。从
李可染到刘大为，一
幅幅藏画的背后都有
着生动的故事。 燕京
书画社副总经理赵青
仲说：“从一开始收画
卖画，到现在的收藏，
是企业价值的提升，
也是发展的根基。”

燕京书画社大院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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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赵路与燕京书画社结缘已有30余年， 可谓燕京
“元老级”画家之一。他师承黄胄，擅画毛驴和新疆人物 。
走进燕京大院中赵路的画室， 只见清亮的色彩与明快的
造型呈现于白墙上悬挂的作品中， 与明媚的阳光相得益
彰。赵路也是画如其人，为人亲和 、健谈 。据他介绍 ，这间
画室原本是燕京书画社的裱画间。为了改变经营思路，为
艺术家创造更好的环境， 裱画间和一些门店都被修整为
安静宽敞的画室。 而当年的装裱桌如今已成为赵路从事
创作的画桌。

赵路是海军家庭出身，父亲在海军文化部工作，与黄
胄相熟。 赵路自小便与黄胄学习绘画。1987年起他拜周之
林为师，学习积墨和大写意画法 。谈到两位老师 ，赵路表
示：“黄胄先生最大的贡献是用速写的形式画中国画。周之
林先生擅用墨色。我希望能兼收二者，力求融会贯通。”在
画室墙面上，悬挂着一幅赵路所作的《吉利图》。画中荔枝
是写实的，而大公鸡则是得周之林创作的精髓，用积墨和
大写意的方式呈现。体现了赵路尊师重道、求变创新的理
念。在和朋友研讨中国画该往哪个方向去的问题时，赵路
认为很多所谓前卫的艺术是缺乏中国画基本功的，一定要
在发扬传统的基础上谈创新。

随着创作的深入，赵路笔下的题材也日渐广泛。除了
表现“历尽人间不平路，不向人间诉不平”的毛驴精神，他
也画有吉祥寓意的鸡，或意境典雅的鹤。虽风格迥异，却无
不传达出生命的奋发之感。

随着燕京文化大院的建设和画室的设立，为了促进创
作，防止闭门造车，艺术家们走出去采风、交流成为重要的
活动。赵路表示近两年他多次前往内蒙古，去了锡林郭勒、
呼市、乌拉盖等地，被当地的风土人情所深深触动。继早年
创作的热情灵动的新疆人物系列之后，赵路将目光放在蒙
古草原，以期画好更多民间的题材。“画当地的艺术，一定
要先经历它的生活。在内蒙古，包括奶茶的熬制，砖茶怎么
喝，都需要画家切身了解。”创作中，赵路是一位乐于投身
自然与生活的智者；除了艺术家的本职，他还要负责燕京
书画社的部分经营工作。赵路认为，在社会中交游也好，自
然中的沉浸也好，每一个角落都可能是创作的源泉，他对
人对物总饱含情感。由于性情达观、热情，赵路在文艺圈的
朋友众多。谈笑间他提起与葛优有着20年的交谊。葛优目
睹其创作曾感慨：“我是靠脸吃饭，你是靠真功夫。”

北京商报记者隋永刚实习记者胡晓玉

编者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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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年来，在众多艺术家中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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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燕京书画社紧跟时代，创新经营模式，通
过燕京书画艺术馆的成立、书法教育机构的引进及燕京艺术家工作室的推出，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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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文化大院品牌。为了更好地展示燕京文化大院的面貌，我们特别推出了画室访谈专题，
通过对10余位燕京艺术家的工作室采访，为大家讲述他们与燕京书画社的故事。

赵路：做生活中的智者

《雪中探戈》

《路上的风景》

《春晓》

赵路在画室作品前留影《塔吉克民间舞》 画室一角

走进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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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春林：问道于自然

国画家马春林是最早加入燕京书画社的学艺者之一。他回忆起
来，那时当然不曾有这间画室，燕京大院还遍布芳草。当时的招考是
由王成喜担任考务，并于百余位考生中遴选少数合格者，马春林便
是其一。从门市部的书画经营工作到山水画的创作，马春林受教于
多位名家，尤得白雪石山水画精髓，并逐步形成了凝练静谧、隽逸通
达的个人风格。

马春林画室的正墙上挂有多幅创作， 恰好一边是北方山水，一
边是南方山水。画桌上则堆栈着厚厚的写生画稿，对景感悟自然，纵
情描绘山川，是他的乐事也是要事。马春林表示，燕京书画社近年来
设立画室并组织画家写生，为潜心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三年前，
马春林成为北京画院李小可山水研究班的一员，又有了更多时间徒
步山郊村野，体悟自然之妙。迁安大龙王庙村及远处的明长城，在马
春林的笔下显得隽逸古朴，墨色雅致而清透。这幅用迁安纸画的迁
安，呈现出马春林独特的艺术语汇。另一幅描绘婺源民居之作，白墙
黑瓦马头墙，意境雅逸。原本当地建筑是新旧房子并存的格局，马春
林将风格不搭的新房从画面中移出，取而代之，以原汁原味的老建
筑拼贴在其上。对景写生时，马春林奉守着李可染提出的“不与照相
机争功”，画实景，更注重提纯，将理念揉入创作。马春林回归自然的
创作，是临摹后写生，写生后又临摹的反复过程，是一场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的思辨。

无论是大气磅■的巨制，还是精致的田园小品，马春林笔下着
色的景致总是清旷雅致的，青绿、浅绛，点染之间恰如其分。然而他
表示，水墨的最高境界还是在于纯墨，未来还需在墨色上苦心经营。
“为什么有些作品很高明？是因为墨的深浅层次得当，位置经营得正
确。”马春林表示，艺术家现在总在追求个性的语汇和风格，但这件
事并非一蹴而就的，要一步步积累、概括。

在外是纵游山水自然的问道者，在画室内，马春林将书法也当做
日课。勤练行书是自画自写的题款所需，也是为了让线条成为画面中
坚实的骨骼。“将写字的线条转化到树枝上，太难了，但时间久了总能
看出力度来。”先前有评论称马春林属于李可染所提倡的“苦学派”一
路。他认为艺术无坦途、无捷径，始终坚持不渝地在生活中感悟，扩展
创作题材，提升作品的境界。问道自然，于心求索，在此画室的方寸之
间成就了他笔下一片辽阔的诗意天地。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实习记者 胡晓玉

《徽居》

《十渡》（局部）《虹关古樟》

《乡居》

马春林在画室中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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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携手竞宝推出精品拍卖专场

赵增福篆刻艺术亮相“老字号”成果展

李铁生师生展以道论艺

唐人艺术中心力推秦琦个展

华彩丹青回望北京画院60年

杭州竞宝在线首度携手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荣宝”），将共同推出“2017荣宝春拍竞宝书画专
场”。本场拍品由竞宝在线携手北京荣宝精心打造，共计名家
精品57件，其中不乏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李可
染、陆俨少等诸多大师之佳作。此专场将于5月31日亮相北京

富力万丽酒店，进行为期两天的预展，6月2日举槌开拍。
本专场将呈现海派巨擘吴昌硕的9件精彩作品，其中《用

祝寿梅》、《桃寿千年》 等4件作品是他80岁对外称封笔之后的
佳作。除了众多海派名家的精彩佳作，张大千的《蕃女礼佛
图》也是值得藏家期待的精品。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5月27日， 秦琦同名个展将亮相798当代唐人艺术
中心。

秦琦从2002年开始在艺术界崭露头角， 通过持续
不断的创作，个人观念与语言的不断否定与推进，展现
出新一代绘画艺术的独特历程。 秦琦不急于建立某种
稳定的风格， 或将自我的趣味固化。 艺术史中所有资
源、各种流派都可以拿来为个人创作服务，他始终保持
着变化与学习进取的态度， 让所有的作品从属于自己
的研究需要。 视野的开阔和风格的多样成为秦琦的典
型特点。策展人从秦琦2010-2017年的作品中提取出两
条线索，40余件精品将在唐人北京第一空间与第二空
间共同展出。第一空间以绘画的题材、类型、交叠逻辑
作为线索将作品铺陈开来； 第二空间则以秦琦的新作
“风情画系列”为主。两个部分互为补充，彼此呼应。像
是杜尚的双关语，它牵引着两个展厅的两条线索，多条
分支，以寻觅到秦琦近几年创作中的隐形联系，过去的
蛛丝马迹。每一张作品在展览空间中的位置、画面之间
的排列关系，都是策展人和艺术家在反复推敲、深思熟
虑后的决定。 据悉， 本次展览是秦琦迄今为止规模最
大、最为重要的个人展览。

一甲子岁月如画。 5月
14日 ， “华 彩 丹 青 一 甲
子———北京画院六十年 ”
艺术展在京亮相。 参展作
品选自画院多年来的精品

力藏，从宋元至近现代，横
跨1000年。展览还以文献展
的形式，梳理了60年来北京
画院在创作、研究、教学、展
示等方面的多项成绩。

60年典藏积淀， 北京
画院收有宋、元、明、清、近
现代以及当代作品近8000
件。此次庆典之际，展览从
中精选出书画、篆刻、古籍
等200余件。这其中既有金
城、陈师曾、于非■、陈半
丁等一批 “京派” 名家之
作，又有“海派”巨擘任伯
年、吴昌硕之精笔妙墨。既

有傅抱石、宋文治等“新金
陵画派”的艺术创新，又有
“渡海三家”张大千、溥心
、黄君璧的满纸古意。所
展作品还涵盖了北京画院

不同时期的经典创作，并
强调对已故画家的呈现。
更为难得的是， 展览第一
次系统展出了北京画院收

藏的古代作品，宋人《松下
抚琴图》、龚贤《云山林屋
图》、费丹旭《仕女》、华■
《花鸟》， 让观众得以出入
古人意境，静品古法妙意。

作为全世界收藏齐白

石作品最多的机构， 北京
画院常设齐白石陈列展并

分主题推出。 在整理时发

现 ，1979年为反映齐白石
的伟大艺术成就， 邮电部
发行了一套 《齐白石作品
选》特种邮票，全套16枚，
采用齐白石原画设计而

成。值得一提的是，入选这
套邮票的9件作品就在北
京画院收藏。为此，展览特
别推出了画作与邮票并置

展出的环节， 为观众赏析
白石老人的艺术成就增添

了几许趣味。
近年来， 北京画院的

重要收藏与捐赠成果喜

人。 展览也专辟空间给予
呈现， 在李可染艺术专区
中，展览首次将两件《万山
红遍》一同展出，实属难逢
之品赏机遇。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黄胄《丰乐图》

5月23日，“北京西城
老字号谱系研究成果发布

会暨西城区老字号印谱艺

术展”隆重开幕。
发布会上， 区社科联

负责人介绍了西城区老字

号谱系研究成果编纂情

况。 自2013年5月以来，经
过四年的研究， 先后出版
了 《北京西城老字号谱系
丛书》（四册）、《传承与创
新： 老字号发展之路———
北京西城老字号谱系研究

文集》、《北京西城老字号
印谱》和《北京西城老字号
传承故事集锦》系列丛书，

系统梳理了西城老字号的

前世今生， 深入阐释了西
城老字号的历史文化内涵

和当代价值， 对于探索老
字号传承和创新的有效路

径发挥了重要作用。
活动同时举办了西城

区老字号印谱艺术展，展出
了著名书法家、篆刻家赵增
福为老字号企业创作的精

美篆刻及印谱作品，他以中
国特有的篆刻艺术形式与

悠久深厚的老字号文化相

结合，将西城区近百家老字
号以篆刻的形式加以体现，
其印文或以秦篆、 或以汉

印、 或以元朱文等不同形
式，分朱布白，为老字号刊
成异彩纷呈、各具特色的印
文，并在边款上以最简练的
文字走笔勒石，叙述其始创
年代和经营特色。每家老字

号自成一页， 朱钤印文，墨
拓边款，张弛相间，疏朗有
致，既成为为老字号树碑立
传的重要文献，也是书法篆
刻艺术的当代精品。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宗经征圣 技精于道———李铁生师生展”于5月24
日在炎黄艺术馆举行。此次展览是中央美术学院李铁
生从艺数十年的一次教学成果展示。李铁生继承了黄
宾虹、李可染、贾又福一脉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了
自己科学、独特的一套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此次画
展的推出无疑会给当下的美术界吹来一股清新的学

术风气。
宗经征圣，是《文心雕龙》的核心主张；宗经征圣，

可以使艺术的创造者和接受者在“仪式感 ”中建构自
己的文化信仰，巩固隶属于文化信仰的自己对生命存
在和生存方式的观念 、 态度和体认； 而技精于道之
“道”，指的是画道、师道、天道；所以“宗经征圣、技精
于道”的目的，乃是令人穿梭于临摹、写生，达于天人
合一之境。

余秋雨个展演绎翰墨情怀

5月25日，“余秋雨翰墨展” 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
幕。展览呈现了余秋雨多年来受邀为全国各地重修古
迹立碑时题写的志纪，既写碑文又写书法，包括《炎帝
之碑》、《法门寺碑》、《采石矶碑》、《大圣塔碑》等大碑的
拓本，以及应邀为谢晋导演、何凤山博士写的长篇墓志
铭。同时，余秋雨对经典的书写和翻译将一并展出，还
有其多年来出版著作的大陆版、境外版、外文版等，数量
惊人。 北京商报记者隋永刚实习记者胡晓玉

林风眠《穆桂英》（局部）

《大白鹅》

展览现场

余秋雨《踏莎行 苦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