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4.15

燕京书画周刊
YanJing Painting Weekly
总第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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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 宋永春 执行主编 隋永刚新 |闻 |启 |迪 |财 |智

D1-D4

主管总编辑助理 韩哲 编辑 隋永刚 美编 代小杰 责校 杨志强 E-mail： suigongli12403＠163.com

我爱丹青（首届）名家提名展亮相燕京

精品画作引导市场理性回归
画家简介

刘建国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
国孔子画院副院长， 中国
云台山艺术画院院长，河
南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周铭

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
李宝林工作室画家， 中国
文联书画艺术交流中心画
家，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

勾奇志

中国钢笔画联盟会员，河
北美术家协会会员， 河北
工笔画学会理事， 中国长
城书画院特聘画家。

王文凯

中国美术家协会辽宁分会会
员，海南省工笔学会理事，中
山书画协会常务理事， 北派
山水画研究会副主席。

张丽萍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我爱
丹青艺术大数据库艺术总
监， 关照自然———北京中
国工笔花鸟画院画家。

周冰

文化部现代工笔画院王
天胜精英班画家，湖南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邵阳市
美协副秘书长。

张瑞东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曹
植书画院副院长，作品多次
入选全国美展并获奖，被众
多专业机构及个人收藏。

唐利中

中国水墨研究院画家，广
西美术家协会会员。 出版
有《水墨视觉·中国书画名
家作品集-唐利中卷》等。

王磊

山东日照人， 现居北京。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
国工笔画学会理事，山东
省工笔画学会副会长。

鲁刚

1971年出生， 安徽颖上
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安
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刘文韬

曾先国名家工作室助教，山
东省美术家协会山水画艺
委会委员，淄博市中国画学
会副会长，艺术学硕士。

李述明

笔名李喆。 现为职业画
家。出版书籍有《工笔兔
画法》、《工笔小动物画
法》、《工笔孔雀》。

刘长军

中国书画艺术协会理事，
中国美协齐鲁创作中心
画家，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会员。

梁亚力

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理事，
重庆市中国画学会理事，
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家，
湖南芙蓉画院特聘画家。

展览链接

展览时间：4月24日-5月3日

策展人：赵青仲

展览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甲7号燕京书画社

参展艺术家：（排名不分先后）
王磊、鲁刚、张瑞东、张丽萍、唐利中、刘建国、周冰、周铭、
王文凯、粱亚力、李述明、刘文韬、勾奇志、刘长军

由燕京书画社、我爱丹青艺术大数据库网共同主办的
“我爱丹青（首届）名家提名展”将于4月24日在燕京书画艺
术馆隆重开幕。展览将展出王磊、鲁刚、张瑞东等14位我爱
丹青艺术大数据库网加盟艺术家的70余幅画作，涵盖了山
水、花鸟、人物等题材。与其他的商业化展览不同，此次活
动旨在挖掘优秀中青年艺术家的画作，通过展销的方式来
与传统、新兴藏家搭建理性收藏平台，引导市场回归到正
常的收藏轨道中。展览活动将持续至5月3日。

作为展览的联合主办方， 燕京书画社与我爱丹青艺
术大数据库网在艺术品领域既有各自的优势，又有很多共
性。此次展览是在艺术品市场不断调整、炒作泡沫不断压
缩的背景下所举办，这符合两家机构的经营理念。燕京书
画社副总经理、策展人赵青仲介绍，燕京书画社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新人新作的推出，有着丰富的经验。我爱丹青网
是一家新兴的艺术品机构，但主要吸纳的是中青年艺术家
的入驻，两家合作围绕着新人、新作、新市场的原则，共同
推出具有个性化和艺术水准的艺术作品，展览的举办是一
个很好的体现。

我爱丹青艺术大数据库网于去年上线，主要通过线上
展示、线下的展览推出中青年的艺术家，如今入驻艺术家
已近千名，并于2015年的11月在上上美术馆成功举办了全
国的征稿展。 对于与燕京书画社联合举办此次提名展，网
站创始人金啸正是看中了燕京品牌30多年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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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名家提名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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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青仲表示，展览目的在于为藏家提供
买得起的艺术品，“此次展览共同的提名艺术家经过严格
的审核，非常具有潜质，既考虑到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也考
虑市场的接受能力”。据悉，此次展览的作品价格每平尺定
位于几千元到万元之间，这样的价格定位与传统的商业模
式有着很大的不同。 金啸说，“我爱丹青网不包装某一个
人，而是系统、全面地推出网站入驻艺术家，每一幅作品的
价值要用作品说话，借助线上、线下的模式来打破常规的
商业运作模式，培育新兴藏家、理性藏家，让收藏真正达到
合理的状态”。

对于未来， 两家机构已经制定了一个长远的规划。
赵青仲表示 ，“提名展会持续举办下去 ，不断发现 、不断
淘汰 ，全方位地推介 、挖掘出优秀的艺术家 ”。金啸则表
示，“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模式，最终目的是让艺术品
的话语权回归到真正的藏家 、艺术家手中 ，让市场来决
定艺术品的价值”。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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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韬《别业居幽处》 66cm×66cm

芳草依栏花拂槛 雅室香茗润丹青
美丽的春天，伟大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在这

个特殊的时间，只有精品文化才是中国文化市场的惟一出路。也就是在此时，由
燕京书画社和我爱丹青艺术大数据库联合主办的“我爱丹青（首届）中国画提名
展” 即将在燕京书画艺术馆隆重开幕。

众所周知，成立于1979年夏天的燕京书画社是中国书画市场的老前辈了。
而我爱丹青艺术大数据库是2015年春天才成立的依托网络平台、 线上线下并
进、 记录和推荐中青年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的艺术机构。 又因成功举办了
“2015年我爱丹青首届全国中国画展”而声名大振，它属于当下网络时代催
生的新生代的产物，是依托网络这一有效平台，把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
展呈现出来的艺术机构。这一老一少，一个实力雄厚，一个出手不凡。不知道
算不算是“忘年交”？但是这两家文化平台的信念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发展中国
传统文化，致力中国书画市场精品时代的传承与创新。

这次展览组委会精心挑选了14位在当代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画画家。
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与风格。 他们的作品或飘逸灵动、
墨色酣畅，或精微儒雅、妙趣谐成。他们完美地展现了自己的艺术魅力，也继承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源远。愿他们今后的艺术道路越走越宽。 （李立青）

李述明《相濡以沫》 70cm×65cm 勾奇志《丘壑银装》 62cm×62cm

王磊《舞春》 70cm×70cm

张丽萍《丛林倩影》 195cm×410cm 刘长军《蕉荫笙歌》 66cm×67cm 刘建国《阳光》 69cm×67cm 周冰《粉枝醉春》 66cm×67cm 周铭《诗满家山》 68cm×68cm

张瑞东《葵园雨后》 62cm×62cm

唐利中《云山自有澄怀处》 69cm×69cm

鲁刚《秋之赋·寻秋》 65cm×69cm

梁亚力《极顶禅房》 68cm×69cm 王文凯《秋韵》 70cm×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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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十人书画联展本周亮相琉璃厂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阳光地带·十人书画
展” 定于2016年4月15日-21日在北京-和平门琉璃厂
大千美术馆举办。此次展览将展出路文仲、王鸿济、李
湘、方石、乔勇、温庆海、邵建刚、谷忠仁、刘俊生、李笑
天10位艺术家新作50余幅，涵盖了花鸟、山水、人物、书
法等题材，其中既有酣畅淋漓的写意画，也有细腻温婉
的工笔画，不同的画作展现了艺术家的高超绘画造诣。
据悉，此次书画展参展书画人员均来自网络微信群，他
们传承有序、师承名门，都是天南地北、兴趣爱好相同
的微友，通过互联网齐聚一堂，而此次展览也成为第一
个以网络微信群体组织的展览。

岳黔山写生个展再现造化传承

艺术的新思考
黄扉

手机不再仅仅是通讯工具，当它具备
了越来越强大的照相功能后，它已经成为
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表达工具。

“手机照相功能的日益完善， 使得拥
有一部相机已经不再是人们接触摄影的
门槛。” 徐东表示，“我经常带着很专业的
摄影设备外出，却发现使用最频繁的是手
机。专业设备固然有其特殊的优势，但是
手机的便携性、手机传输的快捷性，包括
手机影调的自动配比功能，是专业相机无
法比拟的。 比如说在博物馆里拍摄影展
品、美术作品，苹果手机在低照度环境下
处理的影调非常出色。 在这个前提下，我
们的观念要转变，我甚至认为在这种特殊
的使用方法下，已经不是手机能不能替代
专业相机的问题，而是专业相机不能够替
代手机的问题。”

此次徐东在穿越撒哈拉的旅程中，大
量使用手机拍摄沿途景物、人物，将自己
的心得感受通过朋友圈与国内的朋友们
即时交流，像播连续剧一样，揪着国内朋
友们的心。大家像追剧一样盼着他不断发
来新的内容。在毛里塔尼亚期间，由于深
入沙漠手机没有信号，国内的朋友们表达
从未有过的关切，不是因为担心徐东的安
全，而是着急分享新的行途见闻。

“是时候对使用手机拍摄以及使用微
信朋友圈传播、展示这种摄影行为做出一
些必要的艺术思考了。” 徐东非常肯定地
认为。

手机摄影完全可以是艺术，而且由于
它的特殊性，它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全新的
艺术形式， 以及全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就

如同当年摄影相对于绘画，彩色摄影相对
于黑白摄影，电影相对于图片摄影，电视
相对于电影。每一种新的技术变革必然带
来新的艺术特征；每一种新的传播形式产
生，都必然带来表达方式的彻底变化。

不管手机摄影最终是使摄影工作平
民化，还是为专业摄影师提供新的表达手
段，手机的照相功能至少为我们带来了几
个特性：

1.快捷性。手机在当今就像人们的眼睛
一样，使摄影变成随时的了，变成没有职业
门槛的了，也变成无孔不入的了。于是生活
大量的瞬间、细节被人们捕捉、放大、传播，
进而对生活、对历史产生影响。

2.纪实性。这样的一种工具，相对于
专业设备，它最大的贡献是使大家有机会
捕捉大量纪实影像。因此手机摄影作品应
该、 也可以更好地体现摄影作品的纪实
性。它可以不必追求画面的完美，不必追
求光线的完美， 而直接追求对事件的描
述， 让事件的真实性浮在画面的最表层，
从而形成它的表达。

3.蒙太奇。传统的摄影作品以单幅画
面独立表达为主，它所有的含义均蕴含于
画面内部。但是由于微信朋友圈通常可以
9幅画面为一组，加大了表述的空间容量，
创作者可以连续地表达， 立体地表达，甚
至可以使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结构
性地利用画面表达复杂含义。

4. 文字介入后， 表达的手段更为丰
满。语言的配合，使得画面的意象更为丰
富；诗意文字的介入，使得表达更具形式
感，能够完整地体现作者的风格。

“如果手机摄影及微信传播能够具备
上述这些可能性的话，它为什么不能够成
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我认为它完全有
资格。 它已经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了，只
不过我们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认知它，去
思考它。” 徐东说他希望这次展览是一次

呼吁，也是一次宣告，告诉人们：在今天的
技术条件下，人人都能够成为摄影艺术工
作者； 人人都能够对生活有强烈的表达；
人人的表达都可以极具个人风格；充分使
用手机、微信这种新的工具，一个新的艺
术形式正在诞生。

崔晓东山水画展对话古今
今日，“水远山长-中

央美术学院崔晓东教授
山水画展”将在潍坊市鲁
台会展中心第六届中国
画节亮相， 此次展览将展
出崔晓东不同时期的创
作， 其中部分新作是首次
在中国画节上展出。 通过
这个展览不仅可以看到艺
术家的作品新风貌 、新成
果，更可一窥其山水画创
作发展脉络和艺术追求。

崔晓东是我国当代画
坛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画

家， 他的山水画沿着古代
优秀传统主线沉稳前进，
形成平实、 沉静而浑厚的
绘画风格。

崔晓东对当代山水
画的最大贡献是，一方面
在中国画的传承方面做
出了巨大努力 ； 另一方
面， 他以古法切入当代，
所形成独树一帜画风的
探索，具有开宗立派的价
值与意义。

崔晓东的山水画在
古法继承与现实表现相

结合的领域中独领风骚，
而其师古出新的强烈现
代气息，则成为当代山水

画中成功跨越传统与当
代的重要典范。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中国·丹麦家具设计展开展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 实习记者 张舒）家具设
计艺术展“识别区：中国·丹麦家居设计”于4月8日在红
砖美术馆开幕。 此展在展示部分经典中国明代家具的
同时， 还向观众呈现了日本著名收藏家织田宪嗣所珍
藏的多件经典丹麦椅子与设计师、 建筑师安藤忠雄为
致敬汉斯·韦格纳而创作的“梦想椅子”。

在家具设计上， 丹麦现代家具与中国明代家具均
追求线条上的简约与优雅。 这就是此次展览将两个不
同的国家、两个不同时期的家具一同展现的原因。策展
人闫士杰表示，中国当代家具设计一味承袭仿古之风，
希望此次展览能唤起公众对当代家具设计艺术的关注
和思考。展览将持续至5月15日。

“师造化·岳黔山写生
作品展”将于明日下午3时
在北京杏坛美术馆隆重开
幕。 此次展出的作品几乎
全部是岳黔山在日常写生
教学中所作， 较好地呈现
了艺术家的写生历程及艺
术创作主张。

在高校从事中国画教
学工作近30年， 岳黔山有
着丰富的写生创作经验，
并对中国画有着独特的见
解。在艺术创作和教学中，
他主张要从中国画的发展
规律出发， 确立中国画的
发展方向， 弘扬中国画的
写意精神和笔墨文化，传

播中国画学， 深刻认识和
理解中国画的本质特征和

审美标准。 领悟中国笔墨
之奥妙。在写生课上，他提

出“步步看，面面观，仰观
俯察， 远取其势， 近求其
质”的观察方法，而并非西
画焦点透视的观察方法 。
其次不仅要画眼前所见，
也要画心中所想，更要画
自己的审美理想。在写生
中要深悟 “造化于外，心
源于内 ，内外相融 ，发之
于心 ，行之于笔 ，立之于
象”的写生奥秘，努力做到
“融入自然，通晓物理与画
理，精研法度，融情化古，
裁出新象”。 理解中国画
“法代代破， 道代代传”的
发展规律。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法轮寺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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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绿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