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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开五福”王成喜
王成喜画梅40余年，他的梅画艺术盛行画坛、风行民间，可谓独树一帜。其鸿

篇巨制的树梅，或尺幅小品的折枝，或春梅，或雪梅，月下之梅，冰崖之梅，在日常

生活中随处可见。《报春图》、《铁骨生春》、《香远图》等经典画作可谓家喻户晓。王

成喜的梅没有古代文人的超凡避世和孤芳自赏。而是花朵丰腴饱满，明亮夺目，满

树炽烈如火，通幅激情四射。即使空气中飘着雪花，也是挺过严冬的报春之梅！古

来画梅多圣手，写此春花有几人？这报春之梅和迎春之梅，是王成喜笔中开放出的

花朵，也是当今山河大地处处可见的时代之花。

燕京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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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燕京40�年

王成喜：从一张白纸开始的历程

王成喜先生是燕京书画社的创

始人之一，时燕京副总经理、燕京业

余美术学校任常务副校长。在王成喜

看来，燕京书画社白手起家的过程也

好比作画，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从无

到有的过程；燕京最早是从一辆借来

的三轮车为起点，一步步走上繁荣，

传承着中国书画的精神。细数燕京

40年发展，也如同王成喜笔下的墨

梅，“香自苦寒来”。

燕京大院中有一棵长势繁盛的

大树，那是书画家王成喜当年亲手所

栽。作为燕京书画社的元老之一，80

岁的王成喜回忆起燕京的初创，仍然

记忆犹新。

1979年3月，天坛公园举办了一

场迎春画展。游园指挥部组织当时能

写会画的干部，绘制了一些小张的画

作到处挂上，以此来美化园区环境。一

位来天坛游园的外国人一下子相中了

王成喜所画的《牡丹》，当时给出了150

元的高价。王成喜回忆，当时逢值改革

开放初期，大家心里都犯嘀咕，生怕卖

画的举动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

于是赚来的150元钱交了党费。

燕京书画社的成立，解答了当时

人们心中困惑的“书画能不能交易”

的问题，也成为改革开放之初艺术领

域的先行者。当时的崇文区区委书记

张旭首先发了话：单凭画家王成喜一

人，没有工厂设备，没有排污，就能够

实现宣传文化、培养人才、赚取外汇，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在崇文区区政府的支持

下，燕京书画社应运而生。据王成喜

回忆，当时的“创业资本”相当简陋：

一辆借来的三轮车，7个空无一物的

玻璃柜，1个塑料大棚，三名抽调来

的干部，带着8个返乡知青，就这样开

始了一番事业。“最早是叫‘燕山书画

社’，后来更名为‘燕京’，意为立足北

京，放眼世界。”

据王成喜回忆，虽然燕京书画社

已经成立，但是有许多老画家、老先

生还不能理解发生在书画领域中的

这种“开放”模式。当时中国美术家协

会党组书记华君武前来参观，看到挂

起的李可染、黄胄、周怀民等名家作

品，华君武问道：“艺术品怎么能卖

呢？”黄胄回应：“世界上很多伟大的

艺术家，最初没有名气，都是摆地摊

卖出来的。”

黄胄的说法让王成喜觉得很新

鲜也很受启发。王成喜思考：“清代的

郑板桥、吴昌硕、任伯年都是凭卖画

营生。人们常说艺术品价值连城，‘连

城’是什么概念？白送人作品，人收

下，让人出钱购买却不肯，那就不是

真的好。艺术品真的能感动到人，是

像张伯驹那样的倾家荡产都愿意买

画。价格能说明艺术在人心中的地位

有多高。”

在时代语境中显得“前卫”的理

念，成就了燕京的成绩。据了解，北京

当时只有6家可以收购字画的机构，

唯一一家民营的就是燕京书画社。上

世纪80年代，燕京书画社一年的收入

就已经突破了千万元，书画销量全市

第一，成为原崇文区的外汇大户和纳

税大户。曾经售出一幅明代的刺绣寿

字，卖出了60多万元外汇券的“天

价”。燕京书画社还走出了天坛，开到

了市内京郊各大知名旅游景点。故

宫、十三陵长城、潭柘寺、戒台寺……

五六年间开了30多家分店。直到2000

年，燕京书画社一共开了44家门店。

在业界人士看来，燕京书画社的

成立，为传统书画艺术走向民间、基

层、深入人心，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在王成喜眼中，传统书画艺术是

中国文化的典型体现，而经营书画的

燕京之路，也着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

精神内涵。“艺术是人切实的感情体

现，是用文章难以体现和诉说的文化

现象。例如中国书画中的‘点抬’笔法，

这非常具体也非常抽象，什么也不说，

什么也能说。西方油画发展至今，无

法再抽象了，中国画不是，能哲学地

抽象到一个点。燕京书画社的成立可

以说也是体现了这一点。最开始的成

立，只是几个人的白手起家，到40年

来变得枝繁叶茂。这当中体现了笔墨

中的简单哲学，就是什么也没有，什

么也可以有。燕京最初只有一辆借来

的三轮车，后来成为44家门店的纳

税大户，这都是从书画中的一点开

始，逐步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

回忆40年来的燕京发展，王成喜

仍记得发生在燕京的点滴趣事。“有

一天，我自己写了一幅‘水至清则无

鱼，人至察则无徒’，听闻领导要来，

赶紧收起。后来被张书记无意看到，

不料他也很喜爱书法，送我了一沓在

当时异常珍贵的宣纸。”燕京浓厚的

书画氛围也曾吸引许多名家。“当年

刘海粟来做客几天，我曾请他留下一

张墨宝，他当时立刻写下一张。但没

过多久我们收到他的来信，将字索要

回去了。”这些发生在燕京的名家趣

闻，都给王成喜留下深刻的印象。在

他看来，这些交谊也都是燕京人的宝

贵财富，赋予这个金字招牌别样的历

史价值。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胡晓钰

1940年生于河南洧川县（今尉氏县）。
原名王成林，堂号香雪斋，1966年毕

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又拜董寿

平、许麟庐等当代名家为师，刻苦钻研我
国传统的绘画技法并努力吸收西画的一
些表现方法。

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员会委员、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全国理事、 中华海外
联谊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

《仙风道骨》

王成喜

王成喜（右一）与董寿平（左二）、肖劳（右二）
等画友交流画艺

王成喜在日本举办绘画展

王成喜与日本友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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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喜迎2019年己亥猪年新春的到来，1

月26日，由燕京书画社主办的“2019燕京书

画社迎春联谊会”在京隆重举行。本次联谊

会是燕京书画社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的

前奏曲，石云生、孙安民、石占成、郜宗远、邹

德忠、薛铸、李燕、郭石夫、李华奎、史大卓、

陈振酉、张海生、赵海亮、田耘、高正元、杨

波、纪清远、卢平、赵青仲等来自各个领域的

艺术家、企业家、收藏家及社会各界新朋老

友200余人欢聚一堂共庆新春。中国楹联学

会顾问张金卫主持了活动仪式。

活动现场，燕京书画社掌门人、总经理石

占成首先致欢迎辞，他表示，燕京书画社40年

来的发展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在此致以衷心

的感谢，并祝愿大家新年快乐。著名画家李燕

和李耀林，十里河商会会长田耘，中国书画报

社北京站站长曹玉文，北京东城文联党组成

员、秘书长王铭坤，北京市原副市长、燕京书

画社四十周年组委会主任、著名书画家孙安

民讲话并分别致辞，大家纷纷表示，燕京书画

社是京城的一块老字号文化品牌，是大家心

目中真正的书画家之家，在成立四十年之际，

祝愿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好。

随后，李燕将其题写的“信得过、看得

懂、买得起”墨宝赠给居然之家，居然之家经

理高正元上台接受并致辞。燕京书画社新领

导班子成员：石占成、常荣■、赵青仲、石玉

珍、刘若虹、赵胜利集体亮相并向来宾拜早

年，致以新春的问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原司令员石云生上将致祝酒辞，著名歌唱家

郑莉、吴志峰、陈梦姿等演唱歌曲。到场书画

家纷纷挥毫泼墨，尽书对燕京书画社四十华

诞的祝愿。

据悉，燕京书画社成立于1979年6月，

石书领、王成喜、刘兴华等燕京书画社诸前

辈乘改革宏运，审时度势，创立了燕京书画

社。在多年的发展中，燕京人艰苦奋斗，开拓

奉献，与李苦禅、李可染、董寿平、黄胄、周怀

民、白雪石等老一辈书画大师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成为聚集了一大批中国画坛艺术巨匠

的京城文化名片。经过多年的发展，燕京书

画社已发展成为兼具多种艺术门类、实力雄

厚的文化创意产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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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里河商会的大力支持下，

2018年8月，燕京书画社与居然之家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合力打造“原创艺术家”和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活动。燕京书画

社与时俱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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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燕京书画社也将迎来四十岁生日，为此，

燕京书画社筹备了众多的系列庆祝活动。燕

京人秉承传统与收藏精品的初心不改，将与

书画家携手同行，共同搭建文化艺术的大平

台，使得这一老字号招牌在近四十载的风雨

中历久弥新。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燕京书画社迎春联谊会共叙艺术友情

中关村智慧环境产业联盟推出书画鉴赏会

1月26日，“2019迎春创新绿色文化报告会暨书

画艺术鉴赏报告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央国家机关书

法家协会、北京市工商联企业家书画会等机构的十

多位书画家及部分企业、媒体嘉宾出席了会议。本次

活动由创新绿色文化报告会、北京市工商联企业家

书画会、中关村智慧环境产业联盟和中关村企业家

创新社区联合主办，“创新绿色文化报告会”发起人

王元丰主持了会议。

近年来，国家重视树立民族文化自信，而书画艺

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关村智慧环境产业联

盟理事长王文胜表示，“举办报告会的目的，是立足

于交流书画鉴赏知识，弘扬中国书画艺术和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文化自信这

一重要课题”。

报告会上，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

思强就如何欣赏书法、如何鉴赏书法和如何成为书

法大家等问题做了主题演讲。他说，真正的书法，是

由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共同组成的艺术形式；真

正的书法家，是“三分功夫，七分修为”，书法是书法

家悟性、人格、品德、修养的综合表现。要想成为书法

家，不仅需要下苦功，更要有天分，要博学，要有足够

的生活阅历。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李少

青在发言中说，传承性、时代性和文化性，是中国书

法艺术的三大基石。书法家的责任，是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大力推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报告会上，与

会嘉宾还就书画艺术教育、如何看待书法中繁体字

和简体字问题、如何欣赏草书之美等具体话题进行

了交流。

研讨环节后，书画家们现场即兴挥毫泼墨，创

作出一批充满文化气息和正能量的优秀作品。齐

白石嫡传弟子张文成即兴为现场的嘉宾演示、创

作了多幅齐派大写意绘画作品，创作的同时，他向

大家讲解了齐派绘画的特点，深受大家的喜爱。此

外，杨奇伟、柯奇等艺术家创作了多幅精彩的作品。

据悉，“创新绿色文化学习报告会”是高层次跨

界学习平台，分别邀请过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中

央农村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国务院发展中心

原书记陈清泰等嘉宾就政治、经济、创新与科技和文

化等重要问题作报告。该学习平台先后在钓鱼台国

宾馆、中国科技会堂和左安门角楼图书馆等地举办，

受到参加活动的省部级领导和各方面人士的高度评

价，目前已逐渐形成品牌。

作为会议主办方之一的中关村智慧环境产业联

盟，是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引领下，由中关村管委会领导的全国性、开放性、

公共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推进绿色智慧产业协同

创新发展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是中关村资源整

合与共享发展平台，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为企业

家、艺术家及相关机构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交流互

动平台。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2月6日，恰逢农历新
年的正月初二，李苦禅先生之子、著名书画家李燕将

在北京市西城区东琉璃厂114号燕京书画社举办

《中国当代书画名家作品集·李燕》签售征订活动，届

时，李燕将现身活动现场与读者朋友一起分享他书

画创作背后的故事，共度佳节。

书画家李燕春节期间签售作品集

北京商报讯（记者 徐磊）1月28日，北京93号院
博物馆装修升级首日重启迎接广大宾客。第五届93

号院博物馆迎新庙会同期拉开帷幕。

本届迎新庙会主题是“胡同新气象，文化暖人

心”，精心打造了“创客时代的非遗魅力”非遗展，

与五位优秀的非遗传承人携手，展现传统艺术在

新时代中的风采。另外，非遗庙会期间，93号院博

物馆非遗创客教室也引入“之文”非遗探究式体验

课程，让观众能够亲身体会五门精彩并具有教育

意义的非遗艺术，感受到非遗艺术在创客时代的

发展趋势。自开馆以来，93号院博物馆已经为数十

位非遗传承人举办了个人作品展，组织了百余位

非遗传承人到馆开展体验活动，为数万名中外非

遗文化爱好者提供了与非遗传承人面对面学习、

交流的机会。

93号院博物馆迎新庙会聚焦非遗

燕京书画社社长石占成（左三）携书画社领导向嘉宾拜年

北京市原副市长孙安民（左）赠送作品 李燕（左）将墨宝赠给居然之家

著名书画家纪清远挥毫著名书画家卢平（左）在创作

嘉宾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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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朱曜奎、黄建南师生联展佳作

“不忘初心———朱曜奎·黄建南师生传统与创新

艺术展”于近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开幕仪式，刘巨

德、哈骏、徐庆平、王家兴、康飞宇、朱军山、朱鸿祥等

嘉宾分别致辞出席了开幕仪式。

朱曜奎是清华美院教授，倡导“大美术”理念，70

年间笔耕不辍，勤于探索和创新，成功地将西方写实

绘画艺术融于中国山水意象之中，形成独有的创作

风格。黄建南是朱曜奎的得意门生，也是当代著名画

家，常年位列胡润艺术家排行榜前十名，是目前少数

能够进入欧洲主流拍卖市场的中国艺术家。朱曜奎

与黄建南两位艺术家于传统中勇于创新、于创新中

坚持传统的创作理念已成为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界的

标志。此次艺术展再现了师生二人的深厚情谊和既

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的精神内涵，表达了主办方希

望借此拓展文化艺术交流合作渠道，不忘探寻传统

文化艺术继承与创新的初心。

开幕式结束后，还举行了艺术展专题研讨会，

嘉宾对朱曜奎的艺术生涯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围绕

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方向、如何在保持自我

风格和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新等话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

荣宝斋木版水印作品展北京开幕

1月11日，“时间复刻 非遗匠心———荣宝斋木版

水印作品展”登陆北京SKPRENDEZ-VOUS，展览

以34件技艺精湛的木版水印作品，展现了这一中国

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木版水印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赵慧萍还在现场亲自向参观者演示、讲解了“木版

水印”这一技艺的制作方法和流程。

荣宝斋在线执行董事李春林介绍荣宝斋木版水

印细节和展览初衷。本次展出的作品部分是第一次走

出荣宝斋，如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清-袁江《秋涉图》、吴冠中《双燕》、黄永玉《松下问》

等，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制作过程历时

八年，雕刻木版1667块，套印6000多次，使用了与原

画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贵颜料。

主办方还邀请到李可染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李小

可、龙鳞装非遗传承人张晓栋、侯马皮影戏代表性传

承人赵翠莲以及《中国守艺人一百零八匠》作者罗易

成等嘉宾，围绕非遗话题举行了一场对谈，各个非遗

传承人生动地分享了自己的工艺和人生历程以及他

们对匠人精神的看法。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月20日，而在之后，展览还

将于3月在今日美术馆三号馆收官。

北京职工书画协会为梨花村免费写春联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

1月24日，北京市大兴区梨花村

洋溢着节日欢快的氛围，“同心

同书福送万家———北京职工书

画协会走进大兴梨花村书画活

动”隆重举行。著名书画家郝建中、

张子说、孙佩杰、王兴家、王治平、

王立志、马德利、吴子书，梨花村党

支部书记张俊臣、副书记刘有志以

及梨花村部分村民参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书画家纷纷挥毫

泼墨，创作春联、福字为梨花村

的村民送来新春的祝福。一幅幅

红彤彤的新春对联、一张张美滋

滋的喜庆福字，包含着艺术家的

衷心祝福，昭示着新时代的美好

祥和。

在持续近3个小时的活动中，

书画家共送出百余副春联和福字。

活动的开展，既弘扬了传统优秀文

化，又增添了喜庆气氛。大众需要

艺术，艺术更离不开大众。深入基

层既是艺术家奉献精湛技艺的机

会，也是贴近生活的极好机会，艺

术家们用有筋骨、有温度的书法作

品，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传统佳

节的文化魅力。

燕京名家厂甸庙会送“福”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
1月18日，第二届“魅力中国闪耀

世界———世界邮票上的中国文

化”年度盛典在北京名人国际大

酒店举行。庄炎林、杨邦杰、李昭

玲、崔恩卿、吴一平、郑凤荣、崔钦

华、李红军、曾旭、黄皓，书画家陈

长智、米南阳、张文成等嘉宾出席

了此次文化盛典活动。著名表演

艺术家唐国强、卢奇代表中国视

协艺术家诗书画学会为文化盛典

发来视频表示祝贺。

文化盛典活动发起人之一、

山水丹青国际艺术中心董事长

付丹丹介绍，“一直以来，我们

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弘扬国粹，

传播友谊，拥抱世界。用自己脚

踏实地的每一步，谱写着一条中

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新丝路”。理

事长崔恩卿表示，“这是一个向

各位中国文化杰出代表和各位

优秀艺术家致敬的舞台。我们致

敬每一位有理想、有情怀、有担

当、有勇气走向世界的中国艺术

家；致敬每一位热爱和平、热爱

中国文化的世界各国朋友”。中

国侨联原主席庄炎林说，文化无

国界，“一带一路”，首先是文化

交流和融合之路。

文化盛典活动由山水丹青

（北京）国际艺术中心、美国集邮

集团中国艺术基金会等机构共同

发起举办。

作为一家贴近大众、贴近艺

术家的艺术机构，多年来，燕京书

画社推出了一系列惠民的艺术活

动，特别是厂甸春节庙会的“艺术

进万家”活动已经坚持了九年，形

成了独具风格的民俗文化“大

餐”。今年的燕京书画社将迎来成

立四十周年的重要时刻，从元旦

就开始筹备的厂甸文化庙会也是

燕京庆典活动的重要组成，将为

2019“燕京书画年”揭开序幕。

每年的春节前，燕京书画社

的书画家们早早就开始进社区、

下基层，开展写春联送福字活动，

文化“老字号”燕京书画社（琉璃

厂店）也被装饰得焕然一新。

做为燕京书画社的传统活

动，一年一度的厂甸文化庙会将

在春节期间如约而至，在琉璃厂

文化街拉开大幕。2019年的庙会

上，燕京将组织十余种具有民族

特色的文化商品惠及百姓，来自

燕京书画社的名家将现场书画，

并免费为游客写春联送福字。据

了解，今年的庙会现场，三位书

画名家将齐聚一堂。清华大学教

授、李苦禅纪念馆副馆长、名家

李燕受邀出席，免费为游客写春

联送福字；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画

家彭华竞，中国美术家协会理

事、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彭利铭也

将在现场展开创作。正月十五元

宵节，燕京琉璃厂店还将举办猜

谜语送福字活动。

金铢祥瑞，喜迎新春。一年一

度的文化庙会更是对艺术进万家

的生动实践。观众曾在这里先后

看到了王成喜、白雪石、胡爽庵、

周之林等名家的作品，这些难得

一见的佳作让来到燕京书画社的

新老观众切身感受到艺术的魅

力，这也成为燕京书画社打造的

又一惠民文化活动品牌。

今年的庙会比往年更扩大了

规模，展售的文化品类更为丰富，

名家现场写福字与春联的活动将

给人们带来别样的文化年味。据

了解，春节的文化庙会也将是

2019“燕京书画年”活动的序曲。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和喜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大

庆之年，燕京书画社也迎来了40

岁的生日。届时将推出书画展、发

行纪念图册、纪录片、研讨会等纪

念活动，记录并展现燕京书画社

在文化产业中继承传统、创新发

展过程中别样的风采和丰厚的文

化底蕴。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胡晓钰

西藏书法展首次在京亮相
北京商报讯 （记者 隋永

刚）1月21日，“守护神圣国土、
建设幸福家园———纪念西藏民

主改革60周年西藏书法晋京

展”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

开幕。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李

前光，中书协主席苏士澍，西藏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晓

峰等嘉宾出席开幕仪式，并参

观展览，对于展览的成功举办

给予高度的评价。

此次书法展是为了总结汇报

西藏文艺事业取得的可喜成果，祝

福伟大祖国、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

周年而举办的一项艺术展览活动。

这是西藏书法第一次集体走出雪

域高原，来到北京展出，走进中国

文艺之家这座神圣的殿堂。参展

作品是从全区征集的几百幅作品

中精心挑选出来，这些作品的作

者既有老一辈书法艺术家，也不

乏近年涌现出的新生代书法工作

者。参展的120余幅作品风格不

一、各具特色，在技法上既有对传

统书体的传承，也体现出浓郁的

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有的书风

严谨、用笔精致典雅，有的豪迈粗

犷、用笔沉着迅疾，刚柔相济。

“世界邮票上的中国文化”年度盛典举行

中国一笔双钩书法家协会新春团拜会近日在河

北霸州举行，协会领导、会员代表及来自各界的嘉宾

等百余人受邀参加。中国一笔双钩书法家协会主席

朱桂林回顾了协会一年来的工作，并做了新一年的

工作计划。同时，在联谊会举办期间，还举行了协会

新一届的领导增补调整。

中国一笔双钩书法家协会成立于2017年，自成

立以来，以弘扬传统文化艺术为己任，致力于推广、

宣传、发展一笔双钩书法艺术，两年来，在各个省市

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作为协会主席，朱桂林对中国一

笔双钩书协的成立做出了大量工作，他六岁学书，师

承李玉森、李子良，以二王书体为基础，后攻欧、颜颇

有心得，几十年磨练，自成风格。后又独创一笔双钩

书法，该书法艺术风格独特，深受广大书法爱好者的

喜爱和收藏，得到业界知名人士和权威机构认可，并

被中国文联授予“海峡两岸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

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胡晓钰

中国一笔双钩书协举行新春团拜会

中书协主席苏士澍（中）参观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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