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7.29

燕京书画周刊
YanJing Painting Weekly
总第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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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副总编辑 白森森 编辑 隋永刚 美编 代小杰 责校 杨志强 E-mail： suigongli12403＠163.com

为推动区域间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和发展，
“幽燕丹青”———2016画说阿里郎油画精品展将
于8月6日在北京骏隆文化中心隆重开幕。 本次
展览的油画作品汇集了朝鲜艺术家洪顺正、韩
哲、金元哲、文香星与崔日光以及中国艺术家叶
有良、韩玉良、王晓兵等人的100件精美作品。展
览将为藏家提供一个认识、 了解朝鲜艺术与朝
鲜画家的平台。据悉，朝方参展艺术家代表将与

中方艺术家一同出席展览开幕式， 并参加互动
环节， 届时观众可以欣赏到朝鲜艺术家在现场
的即兴创作。此次展览由北京市平谷区文联、北
京市平谷区工商联主办， 北京市平谷区美术家
协会、赞华集团、燕京书画社、北京朝艺在线文化
艺术交流有限公司承办， 北京市平谷区外事办公
室、北京骏隆文化中心协办。展览活动将持续至8
月8日。 （详细报道见D2版）

画说阿里郎精品展将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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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朝鲜画在艺术市场上吸引了不
少藏家与艺术爱好者的关注， 尤其是油画类
方面。朝鲜油画主题明确、风格阳光向上、技
法扎实细腻，积极地反映、赞美了生活与自然
之美。朝鲜油画作品未受商业元素影响，家居
装饰性强，作品价格上也并不虚高，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青睐与追捧。 相比以往收藏种类的
单一化， 市场已呈现出藏家更为多元的需求
态势。朝鲜油画广受好评的现象，源于中朝艺
术交流活动的举办， 也与朝鲜画的创作模式
与市场位置不无关系。

北京市平谷区文联秘书长赵明革向北京
商报记者介绍，“幽燕丹青 ”———2016画说阿
里郎油画精品展意在为中朝艺术家搭建艺术
平台，促进中朝艺术、文化交流，加深两国人
民友谊 。以 “画 ”对话 ，提升艺术家的专业水
平，融汇多样的艺术风格。

艺术来源于生活，也要服务于生活。赵明
革谈到， 此次展览与北京市平谷区工商联共
同主办，将邀请企业精英参与互动，希望通过
工商团体带动大众关注中外艺术与艺术家团
体。此外，也希望通过本次展览的举办使艺术
家得到来自社会的认可，不“闭门造车”，为大
众带来更多更有质量的艺术创作， 让作品服
务生活。

曾赴朝鲜考察朝鲜美术博物馆、 万寿台
创作社、 白虎创作社等美术创作机构的燕京
书画社总经理石占成表示，在艺术方面，朝鲜
油画别具一格， 深受俄罗斯油画传统和法国
早期印象主义的影响，色彩明快、笔触轻灵，
充分地展现出其本国独特的艺术风格、 文化
语言与审美特征。同时，朝鲜绘画以写实主义
的手法、 清新自然的画风真实地反映了朝鲜
人民的生活， 具有很强的历史时代特色和艺
术文化价值。

燕京书画社副总经理赵青仲认为， 从投
资的角度来看，朝鲜画目前正处于价值洼地。
朝鲜长期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计划经
济体制下， 虽然有许多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
的绘画水平相当， 但朝鲜画家的画作属于国
有，画家们没有任何商业利益的诱惑和驱动，
作品保持了非常高的民族性和艺术性。 朝鲜
艺术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比较短， 再加上
作品毫无商业色彩的创作， 使得朝鲜艺术品
体现出了极好的收藏价值， 在国内具有极大
的市场潜力。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实习记者 张舒

跨国联展助推艺术消费

田英《金刚山世尊峰的松》 135cm×67cm

郑永华《幽幽草原》 130cm×97cm

李宗元《古树林》 129cm×78cm 朴镇秀《舞女》 71cm×91cm

李麦林《南瓜藤》 40cm×80cm李京男《早晨》 47cm×85cm 姜正洙《欢乐的节日》 87cm×5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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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笔生花·首届中国画提名展亮相燕京

为藏家提供买得起的艺术作品
“梦笔生花·首届中国画提名展” 将于8月8

日在燕京书画社艺术馆举办，此次展览是由贤悦
堂书画艺术研究院和北京燕京书画社联合主办
的一次多元艺术精品展。

展览历经数月精心筹备， 总共筛选出许均
安、张立涛、戴克诚、沈克明、房巍、李尚昱、乔枕
石、安刚、师砚波等九位著名画家的国画力作60
余幅，涵盖了山水、人物、花鸟等题材。这九位画
家各自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古拙中蕴含
灵动，劲挺里凝练方刚；皆精道凝神，根基牢靠，
功底扎实，师承有来，潜力未可限量。他们完美呈
现出自己的艺术魅力，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

艺术是沟通地域之间、 人群之间的桥梁。主

办方真诚欢迎更多的国内外艺术家来献艺传情！
好的作品，只有进入到喜爱她的千家万户，才能
体现她的价值所在， 不能使老百姓望而却步；他
们做的是老百姓看得懂、买得起并极具收藏价值
的书画作品，在此以至以后的展会中都会一一呈
现。 相信他们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会越走越宽，
越办越好！

燕京书画社和贤悦堂书画艺术研究院以传
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艺术精髓，推出实力派及
年轻优秀的书画人才为己任，并成为文化领域的
战略合作伙伴。

双方还计划每年春、 秋两次“中国画提名
展”,四年一次“中国画精品展”，更好地为收藏家
及人民大众推出优秀画家及精品力作。

许均安《春花有奇香》 132cm×66cm

张立涛《人物》 71cm×71cm 戴克诚《山水》 70cm×69cm

沈克明《人物》 66cm×66cm 房巍《溪山高隐》 69cm×70cm

李尚昱《赏春》 67cm×66cm

乔枕石《林泉幽隐》 54cm×59cm

安刚《喜上眉梢》 71cm×70cm

师砚波《山居图》 70cm×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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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由俄罗斯民族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合作推出
的“丝绸之路与俄罗斯民族文物”近日在国家博物馆
亮相。本展览的展品由俄罗斯民族博物馆提供 ，该博
物馆是俄罗斯研究和保存多民族物质文化遗产方面
的专业博物馆。本次所展文物多来自19世纪到20世纪
初，代表了居住在黑海到太平洋之间的俄罗斯南部民
族的特色文化。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南部地区
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就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

本次展览的目的是展示丝绸之路北部路线作为
国际商路的特性， 并强调它对于沿线地域社会文化
发展的重要意义。 展览从丝绸之路主线以北的地域
选择了数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区 ， 那些象征着人类
物质与精神遗产的手工制品 ， 其生产既受当地条件
影响，又得益于丝绸之路影响下的地区文化联系 。俄
罗斯 、北高加索与达吉斯坦 、伏尔加和乌拉尔地区 、
南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古迹展示
了俄罗斯的多民族风貌， 他们既是俄罗斯大民族整
体中的一环，但又独具特色。

丝绸之路与俄罗斯文物展
再现异域风情

Photo�News
图片新闻

彦涵艺术展讲述“永远的战士”

德国行艺术展今日亮相

此次展览将在友谊美术馆揭牌
仪式中隆重亮相， 展出的近百幅艺
术作品， 全部来自于九年间参与德
国弗洛依登市书画展及中德艺术交
流活动的书画艺术家们的创作 ，作
品精彩纷呈。 在多年的艺术交流活
动中， 两国的艺术家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 展览的举办将再现了中德文
化交流活动的成长历程。

作为中德两国之间的重要文化
活动，2007年，时任德国总统科勒和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担任
监护人的“德中同行”活动启动 。随
后， 德国弗洛依登市的哈尔博格学
院联合北京市文化产业商会于2009
年6月在德国黑森林地区的弗洛依
登市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文化周活

动， 同时成立了中国文化中心 。至
2015年6月共举办了九届中国文化
周活动，参加过中国书画展的有130
多位艺术家， 其中不乏中国当代著
名书画艺术家。 这些活动也包括了
2012年中德建交40周年时， 北京市
在弗洛依登市所举办的为期一周的
“魅力北京” 中国文化周活动。 当时
来自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北
京图片展、 中国书画展及中国三大
男高音音乐会等活动以其独特的魅
力给黑森林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和美好回忆。

九年间， 活动双方签订了一系
列的合作协议， 特别是由北京市工
商联书画艺术商会和哈尔博格学院
每年举办的中国书画艺术展， 如今

已经成为中德城市间文化活动中的
固定内容， 由此所延伸出的多彩的
文化艺术类、民俗类活动，各种体育
比赛、 文化旅游等活动也成为联系
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为让中国朋
友对美丽的黑森林以及弗洛依登市
有更多了解， 本次回顾展也邀请了
中国旅游界专家出席， 与德国客人
探讨双方在旅游特别是健康养生旅
游方面合作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 双方还将商讨今年
弗洛依登市的中国文化周活动的筹
备举办，届时，展览将再次向德国人
民展示来自中国的艺术精品， 进一
步加深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

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秘
书长高崎、 德国弗洛依登市市长欧
斯瓦尔德将致辞 。 北京市政协委
员、 北京市工商联原副主席吴杰 、
德国弗洛依登市旅游局长克劳斯 、
德国哈尔博格学院院长王缜 、北京
市工商联书画艺术商会会长张文
成等将做精彩的发言。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水墨新语群展对话传统
7月23日 ，“水墨新语·第十七届

艺术高研班导师观摩展”在北京京华
美术馆举行。本届观摩展共展出畅维
臻、贺伟国、纪映欣、姜玉春等13位艺
术家近期创作的水墨新作130余幅 。
参展作品囊括了山水 、花鸟 、人物等
多种绘画门类艺术形式，内容丰富多
彩，从传统走来、接历史正脉，又创新
发展 ，体现多方面的水墨语言 ，有着
强烈个人意识的当代风貌。展览持续
到今日。

参展艺术家以各自的独特视角和
艺术方式诠释其对时代和对社会的体
验，表现出当代水墨新观念和新气象。
本次展览以时代精神与创新意识为主
线， 鼎力呈现当代值得关注的艺术家
风采。 弘扬他们在继承民族传统文化
基础上开拓创新，把握时代脉搏，引领
艺术潮流的进取精神， 通过他们的精

品力作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
格调与气派。 本次展览集中反映了当
代书画艺术家为弘扬中国传统艺术形
式、传承中国书画文脉所做的努力，也
展现了参展书画家对现实生活的一种
感悟。 艺术家对当代生活和当代艺术
的关系进行探讨， 以不同主题和视角
展示当代水墨艺术的品质和精神，作
品多元化的表达体现深厚的学术价
值。 此次参展的艺术家贯穿了清晰的
内在脉络和特点，他们的生活经历、学
习和创作历程以及作品面貌， 并在一
定程度上浓缩了“中国水墨”当今的发
展境遇。

这些作品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绘
画笔墨淋漓。 他们的文化艺术以翰墨
言志，丹青抒怀，充分体现了他们每一
位画家在艺术创作上的新变化、 新发
展、新成就。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玉衡艺术中心于近日推出艺术群展 “风水·墨
变———中国笔墨的误读与再生”。此次展览由独立策展
人了了策展，为您展示王劼音、余友涵、郑在东、陈心懋
等十位艺术家近年创作的水墨画作。

本次群展以“风水·墨变”为名。“风水”来自于悠久
神秘的中国远古时代， 是中国人对环境进行的选择和
宇宙变化规律的处理。 作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观看世
界的方式，它是天人合一的场气万有观的集中体现，而
当代艺术的开放维度使得这一主题更具面向未来的可
能性。 此次参展的艺术家贯穿了清晰的内在脉络和特
点，他们的生活经历、学习和创作历程以及作品面貌与
国际艺术舞台保持密切的交流联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
浓缩了“中国水墨”当今的发展境遇。在当代语境下，这
些作品以更具有精神表征的形态将“墨变”呈现出来。
希望通过此次展览搭建起一个更为开放的对话平台，
共同探讨中国笔墨如今所面对的误读， 并催化其发展
的再生。展览将持续至8月25日。

十人联展
解读笔墨的误读与再生

“水远山长———崔晓东荣宝斋巡回展”第一站近日
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本次展览展出崔晓东教授不同时
期的山水创作及书法作品， 代表了近几年来崔晓东教
授对艺术的探寻与思索的成果。

崔晓东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 曾担任山水画系主
任，是该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他长期从事中国画的创作
和教学，对山水画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探索，奠定了他深
厚的传统绘画功底。他将中国画传统和当代人的审美
意识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凝重浑厚 、意境
高远、严谨工整、自然清新的山水画风格，是当代中国
画坛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画家。他的山水画 ，既有北
宋全景式山水画的恢宏气势，又有元代文人画的笔墨
意趣与品位。长期艰苦的写生实践赋予了他山水画作
品丰富深刻的自然蒙养，形成了典型的写实主义山川
意象特征。 他的山水画既继承了中国山水画的传统正
脉，又继承了中国文化中正、浑朴的正统文脉，近期作
品又呈现出强烈的当代性， 堪称传统与现代艺术集大
成者。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崔晓东荣宝斋巡回展
首站呼和浩特

适逢彦涵诞辰100周年之
际，由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
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主
办， 连云港市彦涵美术馆、江
苏东海彦涵纪念馆协办的“永
远的战士———纪念彦涵诞辰
100周年” 展览在中国美术馆
举行。作为中国美术馆捐赠予
收藏系列展，中国美术馆庆祝
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作品
系列展，此次展览的举办体现
了党和政府以及美术界、文化
界对彦涵的崇高敬意和对他
艺术人生的亲切缅怀。本次展
览，既以时间为线索反映他不
同时期的创作与探索，更体现
了他艺术生涯的多彩面貌。
300余件作品配合文献史料，
构成彦涵艺术人生的宏览，彰
显了老一辈艺术家对艺术与
时代的关切。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今日下午，由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主办、德国弗洛
依登市政府北京联络处和北京市工商联书画艺术商会承办、北
京友谊商店协办的“德国艺术之行·中国画家回顾展”将在北京
友谊商店四楼的友谊美术馆隆重举行。

贺伟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