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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周年群贤聚首 燕京书画年启动

在开幕仪式上，燕京书画社社长石占成宣布了

燕京书画年组委会名誉主任、主任、总顾问名单，全

国政协原常委、北京市原副市长孙安民受邀担任组

委会主任。孙安民在致辞中表示：“很荣幸担任燕京

书画年组委会主任。我们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同时

也是燕京书画社发展的见证人。相信书画社一定会

伴随着改革开放取得更大发展。”活动由燕京书画社

和北京商报社共同主办。

近年来，随着艺术品市场的调整，燕京书画社

应时而动，转变经营思路，成立了燕京书画艺术馆，

在燕京大院中，修复装裱机构、书画学校也办得风

生水起，还与北京商报社合办了《燕京书画周刊》、

与中国书画报社合办了《燕京人物》月刊，通过线

上、线下结合，艺术活动与专业报道结合，展现出蓬

勃的活力。

燕京书画社成立40周年之际，也是与北京商报

社共同出版《燕京书画周刊》的第三个年头，由北京

商报社发起创立的中国书画名人堂第12年。北京商

报社副总编辑刘佳在致辞中表示：“这几个年份数字

代表了北京商报和燕京书画社在推广书画艺术、助

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中所做的不懈努力。燕

京书画社是中国书画艺术行业的金字招牌，在艺术

市场不断调整的背景下，应时而动，转变经营思路，

展现出蓬勃的新活力。”

与此同时，燕京书画社同家居企业居然之家合

作，成功推出了“书画进万家”项目。居然之家董事长

汪林朋表示：“现在的中国，艺术消费已经走进了千

家万户，这是令人兴奋的，居然之家愿意与燕京书画

社深度合作，成为中国原创艺术最大的销售和展示

平台。艺术与家具的结合是必然趋势。我们希望通过

以北京为基点，把‘原创艺术家’推向全国。”

东城区文联副主席、秘书长王铭坤指出，“燕京

书画社是北京市具有文化引领作用的企业。北京东

城蕴含着厚重的人文IP，为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理

念和灵感的源泉。参展的52位画家，用娴熟的笔触和

丰富的色彩勾画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市场在变，环境在变，燕京人秉承传统与收藏

精品的初心不改，这使得这一老字号招牌在近四十

载的风雨中历久弥新。石占成表示：“秉承习总书记

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燕京书画社还

将致力于扩大规模，逐步实现在每个省会城市建立

分社，以迎接祖国70周年、燕京书画社40周年大庆的

到来。”

此次活动是燕京书画社、北京商报社合作三年

来，首次延伸举办落地活动，在筹备过程中，合作双

方成功对接不同的资源，发挥各自的领域优势，探索

出一条合作办展、推广艺术的新模式。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胡晓钰

7月6日， 燕京书画社书画年系列活动启动
仪式及当代名家精品展在新闻大厦艺术馆举
行，石云生、刘振华、朱维群、孙安民、李诗洋、安
训生、邵鹏、汪林朋、石占成、王成喜、李燕、宋
滌、娄述德、赵青仲等各界嘉宾出席活动。

书画家邢少臣观展

北京市原副市长孙安民在现场创作

艺术家宋■（中）与友人交流 十里河村原书记、十里河画院创始人李华奎签到

燕京书画年正式启动

王成喜（中）与燕京书画社工作人员留影

观众在燕京老照片前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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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眼中的燕京书画社

燕京书画社成立40年活动现场， 吸引了
艺术家、 收藏家、 企业家及政府工作人员等
100余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重要嘉宾，他们对于
燕京书画社多年来的发展给予了肯定。 借助
此次活动， 嘉宾们向北京商报记者阐述了他
们眼中燕京书画社40年来的发展。

王成喜（著名书画家）
燕京书画社实现了艺术品的市场价值

1979年，天坛公园搞了一个迎春画展，我的
一张牡丹卖了150元，当时在崇文区引起了轰
动。由于那时扇子的销路也很好，我们就成立了
一家画扇子的机构，大家那时才意识到艺术是
值钱的、画画是值钱的、文化是值钱的，能与生
产力发展相联系。我做的燕京书画社是最早开
始在北京卖画的单位，最早我提议在天坛回音
壁附近摆摊卖画，当时被看作异想天开。黄胄先
生也表示支持，说欧洲很多国外艺术家都是摆
摊儿卖出大师的。艺术既是有价的也是无价的，
可以用金钱衡量，同时艺术在精神上是崇高的，
是无价的、抽象的。

郭石夫（著名书画家）
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发展平台

燕京书画社这40年我们是亲历者，当年作
为年轻的画家，我们认为燕京书画社的成立为
年轻艺术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平
台，这几十年来，大家付出了很多辛苦，就像祖
国改革开放的40年里，从起步到今天不是一帆
风顺的，我们也看到燕京书画社随着祖国的发
展也在一步步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一步步深入，

社会也在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困难也
取得了成果，今天燕京书画社处于40周年的转
折点上，我相信未来的燕京书画社会走出更光
明的道路，为艺术家和企业家的联姻做出它更
大的成绩。

宋滌（著名书画家）
与燕京一起成长

像燕京书画社、荣宝斋以及北京文物商店，在
改革开放伊始，都为艺术家提供了走向市场的平
台。40年来，以前我们的老师是顾问，现在我们成
了顾问，在燕京多年的历程中，艺术家与燕京一起
成长，在市场低迷的大环境下，石总在经营业务方
面做了很多的努力。日后也希望企业家与书画家
多多合作，祝愿燕京书画社越办越好，祝燕京书画
社为艺术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胡勃（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燕京的发展坚持了正确的道路

燕京书画社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成就，在于
它文化品位做得比较高。习主席提出文化自信，我
觉得燕京书画社恰恰坚持了这种精神。从创业开
始到今天，燕京团结了一大批著名艺术家，把燕京
书画社搞得红红火火。据我了解，燕京书画社是除
了荣宝斋之外，北京最早的书画经营窗口。能走到
今天，与它坚持正确道路密切相关，也希望燕京在
新时代取得新辉煌。

汤立（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生院导师研究员）
燕京以镇定的心态行稳致远

燕京书画社的名家在世界艺术上也做出了贡
献。比如说王成喜，当年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产生
了很好的影响，他笔下的梅花，就陈列在日本国会
中。当下，燕京书画社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就是大

国振兴背景下，燕京书画社在文化方面的作用不
可低估。在浮躁的市场中，燕京没有跟着虚假的泡
沫起舞，而是保持镇定的心态行稳致远。他与北京
商报社等媒体、机构合作，还不断推出惠民文化展
览，做得非常接地气。祝愿燕京书画社在今后有更
好的发展。

赵准旺（著名书画家）
燕京的新尝试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40周年，燕京书画社也将迎来40
周年，这是一个很好、很有意义的日子。我前段
时间参观了燕京书画社在十里河家具城的原创
中心，这也是燕京和居然之家合作的产品，是一
次很好的尝试。将来艺术发展还是要瞄准家庭，
中国市场很大，中产阶级很多，燕京的发展还有
很多可能。祝贺燕京成立40周年，祝贺文化事业
大发展。

那根正（中华文化协会副主席）
始终坚持传统文化的传承

燕京书画社之所以延续发展这么多年经久不
衰，我认为它的根，就是老北京文化的根。老北京
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代表。燕京书画社
40年来始终坚持传统文化的传承，以文化为基点，
由点到面，取得巨大成就。

邢少臣（著名书画家）
北京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

燕京书画社是北京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40
年来，在艺术和市场方面做得尽善尽美，四面开
花。现在的艺术发展进入到了新的拐点，在整个
市场下滑的情况下，燕京也应该做出必要的调
整，要对画家重新洗牌，有新的选择。希望燕京在
未来多关注新的青年艺术家，紧扣时代脉搏，培
育新的人才。

李耀林（北京美协副主席）
把中国书画作品介绍到海内外

燕京书画社是改革开放中最有活力、最有影
响力、最深远推动中国书画发展的民营企业。它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书
画不被世界所了解，在国际、国内书画市场，燕京
走出了第一步，它把中国书画作品介绍到海内外，
也大大启发了中国对于艺术和收藏的氛围。第二，
燕京书画社推动了中国书画的创作。由于它在市
场上的活跃，让艺术家的创作有了更大的动力和
经济上的支持。第三，燕京团结了一批老中青书画
家，特别是中青年书画家，推动了中国书画一代的
发展。

娄述德（北京师白艺术研究会会长）
燕京新举措为社会提供艺术服务

燕京书画社最早是为了解决知识青年就业问
题成立的，当时受到了政府和老一代艺术家的支
持，包括我的父亲娄师白先生。所以在成立之初就
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燕京当时的主要特
点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面向社会。现在燕京
步入40周年，石占成担任社长，有许多新举措让书
画为社会服务。我相信燕京书画社在未来会取得
更大的成绩。

王铭坤（东城区文联副主席、秘书长）
书画社人才辈出硕果累累

1979年6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燕京书
画社成立，多年来，燕京书画社几代人秉承着传承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担当，努力寻找
百姓收藏与有识之士之间的契合点，遵循着书画
创作与文化市场的规律和节奏，几代人的不懈努
力换来了燕京书画社事业的蓬勃发展，换来了娄
师白、许麟庐、启功等一批中国书画界艺术巨匠的

鼎力支持和深厚情感，换来了人才辈出、硕果累
累，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文化画店，更成为北京市
具有文化引领作用的企业。北京东城蕴含着厚重
的人文IP，为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理念和灵感的
源泉。参展的52位画家，用娴熟的笔触和丰富的色
彩勾画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勾画了美丽
北京、美丽东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草一木。

汪林朋（居然之家董事长）
双方将加强在艺术方面的合作

我们有时候去外国人家里做客，可能对中国
人来说，客人来做客主人往往着重展示的是家具
和装修，而外国人则重点展示的是字画和名酒。书
画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载体，现在的中国，艺术消费
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是令人兴奋的，居然之家
愿意与燕京书画社深度合作，成为中国原创艺术
最大的销售和展示平台。艺术与家具的结合是必
然的趋势，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北京开设了
两家原创艺术家ArtHome，居然之家是全国最大
的家具店，我们希望通过以北京为基点，把“原创
艺术家”推向全国。

刘佳（北京商报社副总编辑）
燕京书画社长期助力文化产业

今年是燕京书画社成立40周年，是北京商报
社发起创立中国书画名人堂的第12年，也是我们
双方共同出版《燕京书画周刊》的第3个年头。这几
个年份数字代表了北京商报社和燕京书画社在推
广书画艺术、助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中所
做的不懈努力。燕京书画社是中国书画艺术行业
的金字招牌，在艺术市场不断调整的背景下，燕京
书画社也应时而动，转变经营思路，展现出蓬勃的
新活力。而我们作为媒体，其实也早已不再只是一
个媒体，多年来我们也在不断谋求新的突破，为市
场和受众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胡晓钰

首先我代表燕京书画社感谢出席燕京书画年系列活动启动
仪式暨当代名家精品展的各位领导、书画艺术家和企业家们，正
值烈日炎炎的暑天，您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发展，您为燕京书画
社鼓励加油，您的举动和热情超过了当今天气的温度，我相信我
们中国的书画艺术、燕京书画社的明天会更好，再次表示衷心的
感谢！

这次活动的举办我们征集了52位画家的作品，有李宝林、金
默如、白启刚、王成喜、郭印良、李燕、胡勃、熊伯齐、娄述德、郭石
夫、宋■、赵准旺、曹环义、张济生、汤立、贺伯英、孙安民、于永茂
德高望重、德艺双馨的老画家，也有像纪清远、邢少臣、王晓龙、
王慧智、弓超、王建成、曹俊义、卢平、李耀林、杜杰、黄大庆、贺成
才、彭华竞、赵青仲、刘罡、韩宁宁、何东、王继平、马春林、赵路、
晁谷、王建军、石晶、李■、李冬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画家，还有像
刘继彪、张丽萍、刘文韬、牛志晔、吴孔庭、余展业、周冰、马小虎、
杨玺羲璧朝气蓬勃的青年画家的作品， 真正体现了当今代表我
们老中青画家的真实水平。

令人感动的是，这52位画家都积极参与、认真创作，体现了
职业画家的品德和对燕京书画社的情怀， 我代表燕京书画社真
诚地谢谢你们。

四十载风雨兼程、春华秋实。燕京书画社伴随着时代步伐走
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奋斗历程。

燕京书画社的成立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成果，用李燕老师
的一句话，“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燕京书画社”，燕京
书画社的发展、壮大始终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政策的支持，同
时得到了老一代书画艺术家如李苦禅、李可染、黄胄、启功、董寿
平、娄师白、白雪石、许麟庐、周怀民等的帮助，我们燕京人永远
要记住他们、缅怀他们。

燕京书画社的成长和发展是燕京人始终坚持诚实做人、踏
实做事的原则，经营商品始终保持一个“真”字服务于画家和顾
客，才取得了广大画家和顾客的认可，燕京书画社的发展也同我
国改革的步伐相吻合，有辉煌成就也有低潮时期，2014年董事会
调整了领导班子， 也正逢2014年10月15日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
会的讲话精神，为我们燕京书画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新的
领导班子坚持继承传统、创新发展理念，一手为书画家服务，一
手为企业家、收藏家服务，坚持“真实情”的经营宗旨，也同样得
到了当今著名画家如金默如、李燕、郭石夫、宋■、胡勃、汤立、娄
述德、白启刚等的支持，我们坚信只有坚持“真”字，燕京书画社
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才有更好的明天。

燕京书画社和十里河画院与北京商报社合作创办的《燕京
书画周刊》已有三年，今天我们两家共同主办这次活动，体现了
合作双方成功对接各自的资源，发挥各自的领域优势，探索出一
条合作办展推广艺术的新模式， 燕京书画社还与中国书画报社
合作共同创办了《燕京人物》月刊，打造和推出当今中青年画家，
通过线上线下的结合，艺术活动与专业报道结合，展现出蓬勃的
活力。 前不久燕京书画社又入驻了居然之家十里河店原创艺术
中心，将与居然之家合作共创“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项目，
燕京书画社还将与各地企业和文化机构合作设立燕京书画社分
社， 现与中华儿女杂志社西南分社合作建立燕京书画社西南分
社，将与甘肃省张掖市的李总合作成立张掖分社，将与海南博鳌
的张总合作成立燕京书画社博鳌分社，其他省市也在洽谈中，不
久的将来燕京书画社分社将分布在祖国的各个城市， 为广大人
民群众服务。

燕京书画社即将迎来成立40周年， 今天的活动将要启动燕
京书画年，为此我们燕京书画社成立了活动的组委会，名誉主
任由第十届人大原副委员长、 中央民革原主席何鲁丽同志担
任，组委会主任由北京市原副市长孙安民同志担任，总顾问由
燕京书画社创始人之一、著名画家王成喜老师担任，我们相信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众多书画家的支持下，在各位企业家
的参与下，燕京书画年必定成功。

燕京书画社社长 石占成：

多元平台打造艺术产业老字号

郭石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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