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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南阳：
传承造化中的创新

米南阳为宋代书法大家米芾的第27代世孙， 得益于家教嫡传，自
幼在其父的督导下习书练字，从不懈怠，打下了扎实的书法功底。他法
古今圣手，采众家之长，师造化之灵，潜心钻研数十载，逐步形成了独
特的艺术风格和气派。米南阳的创作追求清隽的格调，用笔、结体、章
法力求多变，既有逸兴飞扬的情态，又见率真拙朴的情趣，刚柔相济、
气韵生动，给人以奋发向上的时代感和雅俗共赏的艺术享受，成为当
代书法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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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书法体悟生命之大美

练字的过程其实就是“炼心”的过程，书法的修习其实也
是人品性的修习。 米南阳在书艺道路上始终如一地坚持临
帖，苦练基本功。魏碑的古朴典雅，法度严谨，颜真卿的雄浑
大气，柳公权的硬朗洒脱，对他人格和作品风格的形成影响
都很大。

书法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历经历代书法家几千年的研习、
传承、揣摩和演化，早已是名家云集，各具风貌。很多研习书法
的人都清楚，要想书法艺术有大的成就必须有创新，所以很多
人都在为创新而做着不懈的努力。然而，不少人都把出奇当做
了创新，甚至出现了“奇、怪、丑”的不良流行书风。

尊重传统，敢于创新，这一直以来都是米南阳所倡导的创
作理念。在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成为米南阳艺术生命最为可靠的根基。 经过数十年的刻苦
研究与勤耕不辍，米南阳以浑厚的艺术线条探索行书笔法，取
得了很大突破。身处现代生活之中的他，深感今人与古人所处
的时代不同，审美情趣也有差异，他又开始研习更符合现代人
生活节奏和审美情趣的行书。 在传统与现代、 庄重与率意之
间，苦苦求索。他力图借助文学经典、音乐节律、舞蹈神韵、雕
塑造型等姊妹艺术，通过分析、研究书法史学、书法哲学、书法
美学，寻求规律和表现形式。凭着敢于创新的胆识和超人的悟
性以及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他对中国篆书、隶书、行书、
楷书进行了归纳、总结，将优秀的传统书法艺术与时代精神结
合，将各种书体相融合，创作出以篆书用笔、行书结体、草书笔
意的书体。

书法艺术创新，经常根据字、词和作品所表达的意思、词
和整个作品的结构布局加以具象化。以期达到形象取意、图文
并茂的艺术效果。米南阳书法艺术作品的形象取义，包括字、
词和整体结构的形象取义。这种吸收了绘画艺术的创作元素，
通过简约写意的方法，形象生动表达主题的做法，起到了一般
传统书法作品难以达到的境界。

书法艺术的笔法， 就是在作品创作过程中运笔的技巧与
方法。米南阳钻研篆刻艺术多年，视笔法如刀法。“一笔一画成
全一个字。”他认为笔法是书法艺术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创
作法度。寻找书法艺术的至美元素、基本的着力点和支撑点，
都在于创作者对于笔划变化的掌握。

书法家于寻常的生活中体悟生命之大美， 在有形中体验
无形的生命感悟，作品是诗一般的画，也是画一般的诗。一笔
一画总关情，米南阳在关注自然生命的律动过程中，把自然界
与内心世界结合得天衣无缝， 平添了文人内涵。 在米南阳看
来，真正的书法文化践行者，理当追求书法文化温润的内涵，
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涵盖着艺术家的人生阅
历、心灵感悟、天分智慧。

多年来，米南阳不仅默默地潜心于书法创作，而且组织和
参与了许多重大的书画展览和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 为书画
的普及和提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这种人格和艺德，进一步涵
养了他的笔墨，使其创作步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米南阳
1946年生于书法世家。现任中

国书法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香港东
方艺术中心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国
东方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海联文
化艺术交流中心副董事长兼学术
委员会主席、日本教育书道联盟名
誉顾问、卧龙书画院院长、神州大学
艺术系客座教授、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特邀艺术顾问。

《青云道是不平地》

《不知足常乐》《恭勤宽勇》

《胜友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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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书画社、元亨利家具达成战略合作

书画与家具：跨界融合的化学反应

自上个月举办的燕京书画社与元亨
利家具合作论坛后，燕京书画社便与元亨
利家具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共识、承诺。作
为两家知名的文化企业，燕京书画社拥有
30余年的书画经营历史，元亨利家具是中
国家具品牌中的翘首。多年来，它们一直
致力于书画与家具艺术的融合与发展，这
次战略合作的最终达成，必将两家企业的
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

燕京书画社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化平
台，一直致力于打造两个平台服务，不但
要为艺术家服务，也要为收藏家和企业家
服务， 而元亨利家具注重企业发展的同
时，也有大规模的书画收藏，这样的发展
模式得到了石占成的高度认可，他说，“在
元亨利文化艺术示范馆将红木家具与书
画结合到了极致，从中展现出了古典文化
与家具文化的魅力，更表现出了书画文化
对家具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

在从事元亨利红木家具的过程中 ，

杨波对于书画作品收藏情有独钟。 在这
个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收藏体验， 在他看
来， 书画收藏爱好者均在艺术品收藏的
价格和真伪度上有着担忧， 一方面个别
的书画价格昂贵， 另一方面更加担心购
买到虚假的作品。 此次合作正是解决了
这样的难题， 杨波表示，“本次与燕京书
画社的合作， 我们将在书画和家具价格
上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 并借助燕京书
画社在艺术上的专业经验来确保书画作
品的良真”。

在签署这项合作后，两家企业还确定
了未来的合作方向。石占成表示，希望通
过打造联盟品牌和不定期地向大众举办
书画文化与家具文化的相关活动，来提高
大众对书画与家具间关系的认识，提供质
优价实的文化艺术商品，展现书画艺术与
家具艺术的市场定位，实现中华民族文化
的繁荣与复兴。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实习记者 张舒

权威声音

在启动仪式中， 两家企业还邀请到了多位当代著名书画艺术家参加了书
画艺术和家具艺术的座谈会， 他们对于书画与家具艺术融合发展发表了各自
的观点，并预祝合作成功。

双方合作将盘活书画市场

燕京书画社与元亨利家具的合
作将盘活书画市场。 书画市场存在
泡沫，如今回落到了它应有的位置。
希望本次双方的合作为弘扬中华艺
术，传承中华文化，传达正能量，为
书画市场的合理发展努力。

宋滌（当代著名彩墨画大师）

搭建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是燕京书画社与元亨利家具双
方的合作让人们对于书画艺术和家
具艺术加深了认识。一方面，就如宋
滌先生所提到的书画市场应回落到
它应有的位置；另一方面，传统书画
与中国古典红木家具有着很切合的
关系，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曹俊义（当代著名画家）

祝愿双方合作骏业鸿开

我为两家企业的合作成功题写
了《同心万事成》的书法作品，表达
对他们的美好祝愿。 家具与书画携
手确实前景辉煌，因为它有根基。只
要和衷共济、标新立异，一定会骏业
鸿开、共创奇迹！

米南阳（当代著名书法家）

加快家具书画的文化融合

我是燕京书画社与元亨利家具
合作项目的受益消费者。 元亨利家
具品牌是带有艺术内涵的， 是中国
传统书画文化品牌的一个代表。两
方的合作对于家具文化和书画文化
的融合是个贡献。

娄述德（当代著名书画家）

彰显了中国的文化审美

中国是文化大国， 那么中国文
化在哪？例子举不胜数，比如我们的
书柜设计中的装饰有如书法中的篆
书，又比如我们的圈椅，它就蕴含着
丰富的传统文化。 字画与家具都彰
显了中国的文化与艺术上的审美。

张济生（当代著名书法家）

4月26日， 燕京书画
社与北京元亨利古典家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亨
利家具”）合作的“家具文
化与书画文化落地元亨
利” 文化战略项目在京启
动。在宋滌、米南阳、曹俊
义、王晓龙等当代著名书
画家的见证下，燕京书画
社总经理石占成和元亨
利家具董事长杨波在元
亨利文化艺术示范馆签
署了合作协议。

展现出了家具与书画价值

在家具界赫赫有名的元亨利家
具，是个很好的平台与品牌，现在与
有着30余年历史的燕京书画社合
作， 更多地展现出了家具与书画价
值， 艺术追求上的共同性将为两家
企业在未来的合作中提供更开阔的
发展空间。

汤立（当代著名大写意画家）

燕京书画社总经理石占成（前左）与元亨利总经理杨波（前右）签署战略协议

元亨利文化艺术馆被书画与家具装点得典雅大气

书法家米南阳（左）为活动献墨宝彩墨画大师宋滌现场挥毫

与会企业家与艺术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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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丹青（首届）名家提名展开幕

为藏家提供买得起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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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4月23日-5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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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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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
书画社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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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展览推出中
青年艺术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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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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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
我们的工作方向不谋而合。”

此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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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览艺术家非常具有潜质，
既考虑到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也考虑市场
的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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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通过线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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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丹青（首届）名家提名展引来业界极大关注

2016年，作为本土首要的大型艺术博
览会，艺术北京走入第11个年头。本届艺
术北京博览会有了更加严格的筛选机制，
最终有约160家参展机构入围。 它们分别
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荷
兰、奥地利、墨西哥、乌克兰、俄罗斯 、日
本、韩国、新加坡、印度、泰国、朝鲜、印尼
以及中国香港、 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画廊的综合品质均有所提高，旨在逐步将
艺术北京打造成为亚洲地区最具竞争力
的艺术博览会。

今年艺术北京博览会整体展出面积
超过2.5万平方米，仍由“当代馆”、“经典
馆”、“设计馆” 和连接场馆的公共区域的
ART PARK公共艺术区四个部分组成 ，
而每个板块中的内容都更加丰富，呈现方
式也更加多元有趣， 延续藏家和观众期
待， 展览时间依然是5月1日-3日，4月30
日为VIP预展专场。

【当代馆】
基于“立足本土，完整亚洲”的核心

理念 ，2016年艺术北京以 “Find ASIA（发
现亚洲）” 为主题，包括 “Find” 和 “ASIA
plus（多元亚洲）” 等项目。

“Find” 将为博览会注入更多亚洲新
元素，与十多家立足于亚洲的优秀画廊一
起推动亚洲艺术和亚洲新兴艺术家，让更
多的藏家和观众认识和了解亚洲艺术。

“ASIA plus（多元亚洲）” 展位面积相
比标准展位而言更大， 实际操作更灵活，
主要由台湾诚品画廊、 韩国阿拉里奥画
廊、日本艺术写真协会、北京蜂巢当代艺
术中心、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美博这六个
艺术机构组成，其中日本艺术写真协会由
Taka Ishii Gallery、PGI等五家画廊组成联
合参展。由他们根据自身的展览计划自主
进行展位规划，以便在艺术北京中呈现内

容更完整、规模更大、主题性更强的艺术
项目。

今年当代馆有许多新鲜血液，首次加
入艺术北京的画廊有： 北京的ON画廊、
上海的没顶画廊、香港的狮语画廊、Lucie
Chang Fine Arts、台湾的Bluerider ART以
及 日 本 艺 术 写 真 协 会 中 的 Taka Ishii
Gallery、 日本京都的Sokyo Gallery等20余
家画廊。

【经典馆】
今年经典馆中的加拿大多伦多东方

美 术 馆 、 法 国 的 GALERIE COLLEC鄄
TION’S、美国Toulouse Antique Gallery等
20余家画廊将带来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
期的家具至20世纪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
尔的版画。 艺术品门类囊括西方经典油
画、雕塑、古董家具、版画等。 其中古风堂
将呈现文艺复兴后期雕塑家詹波隆纳的
墨丘利雕塑，雷诺阿的油画，方圆美术馆
将展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法国现实主
义雕塑家罗丹（Auguste Rodin）的著名雕
塑《吻》（Kiss）、超现实主义达利 （Salvador
Dalí）限量珍藏版的版画等 ，台湾的画廊
汉乡 （Hang Shiang Art）将展出俄罗斯著
名艺术家梅尔尼科夫（Andrei Milnikov）、
列宾·尼古拉·尼基托维奇（Repin Nikolay
Nikitovich）等油画作品。Classic·简经典西
画沙龙将以《美好年代》为主题，用油画、
古董家具和摆件来原型呈现19世纪贵族
宅邸内景。无论是从艺术门类、艺术风格
还是从展览形式上来看，2016年经典馆都
将更加丰富精彩。

【设计馆】
去年以独立馆的形式出现的艺术北

京子品牌———“设计北京” 得到了来自媒
体和观众的广泛好评。2016年的设计北京

继续重拳出击，推出特别策划项目。设计
北京特别邀请意大利殿堂级艺术大师亚
历山德罗·门迪尼 （Alessandro Mendini），
与韩国COL.L.AGE+工作室灵感碰撞，为
2016设计北京精心创作跨界作品。 同时，
来自韩国的设计品牌设计防卫队将会在
设计北京现场特别展出 “荷兰实验室 ”
（Dutch lab）咖啡机，建筑的外形，刚硬的
金属线条。 抛去笨重无趣外形的咖啡机，
酷炫得让人难以想象。2016设计北京携手
造作共同打造“椅子计划”，特别邀请六位
新锐艺术家在造作丝绸椅上进行创作，让
设计成为点亮生活之美。

除了特别策划项目之外，2016设计北
京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品牌及艺
廊参展， 包括葡萄牙Serip、 法国NOW'S
HOME、 印度JAIPUR佳布尔、 中国台湾
Issue Projects、 明合文吉、 半木、 京圣居
Residence 15、造作等数十家参展机构，将
大胆前卫的设计作品呈现于设计北京的
舞台。2016设计北京集结来自全世界各地
的一线设计品牌， 带来各具特色的作品，
期望来到现场的设计专业人士和观众能
与之产生共鸣，迸发出灵感之光。

【艺术北京商店】
我们今年会在经典馆的400平方米独

立 区 域 特 别 推 出 一 间 “ARTBEIJING鄄
STORE”，严选目前最具城市生活美学风
格的品牌和个人作为伙伴推出ArtBeijing
限量版产品，集美与趣味于一体，潮流和
艺术兼顾。

“ARTBEIJINGSTORE”将会精选几
个不同类别的产品集合， 从餐桌到书桌，
从客厅到卧室，从浴室到庭院，就像一个
懂得美和趣味的优质都市生活榜样，由他
选择和推荐的心仪产品……受邀个人和
品牌如同接受了一项统一的命题考试，因

为能进入这个ARTBEIJINGSTORE除了
在审美和创意以及趣味上必须是目前市
场上的佼佼者之外，此番艺术北京会设立
一个“限定”的概念门槛，每个品牌和个人
进来的商品必须是与艺术北京限量合作
的， 或者是选择在艺术北京上首发的，组
成一个为期四天只售限量首发艺术设计
产品的多品牌集合店，给艺术北京入场超
过8万的对艺术对设计有品鉴的优质人群
一个非买不可的理由。

【2016�艺术北京博览会】
VIP 预展： 2016年4月30日（星期六）

18时-22时（只限获邀请人士出席）
公众开放日：2016年5月1日-2日（星

期日、星期一）11时-19时
2016年5月3日（星期二）11时-18时
地点：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
参展艺术家（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毕横、车飞、陈文令、陈展辉、崔宇、郭

子龙、韩真洙、黄可一、黄玉龙、金氏徹平、
克里斯托弗·戈勃朗、李宏、刘方、卢征远、
马晓威、任军、任戎、施力仁、田野、王蔚、
王长明、魏春雨、幸鑫、徐晓楠、野城、卓新

【关于艺术北京 &�设计北京】
创立于2006年的“艺术北京”已经成

为全亚洲最顶级最受瞩目的艺术博览会
品牌。“艺术北京” 把握艺术市场方向，紧
跟艺术市场发展趋势， 适时调整市场策
略，不断完善自身规划，以建立一个新颖
且最具时代气息的艺术博览会。

“设计北京” 是“艺术北京”十周年之
际推出的新概念设计展。“设计北京”致力
于打造一个汇聚设计资源、帮助设计市场
化的平台。将融合艺术与设计，探讨艺术
设计的未来走向，更好地推动中国设计产
业的发展。

立足本土 完整亚洲
2016艺术北京博览会即将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