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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老友情怀·共筑中国梦———当代名家艺术精
品展”将在燕京书画社艺术馆举办。为举办此次展览，燕京
书画社特邀了全国名家妙手，展览展出金默如、田镛、王成
喜、李涵、王培东、李燕、宋滌、郭石夫、曹环义、贺伯英、纪清
远、邢少臣、郭东瑞、柴京津、卢平、张大华等著名艺术家画
作。展出作品绘画技法多样，面貌千姿百态，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高度统一，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充满了浓郁的
个性特色。

在欣赏这些艺术品时， 主办方为艺术家们所付出的劳
动和心血， 为他们能够真正从精神情感和行动上追求艺术
的真谛而敬服。希望通过这些高质量的书画作品，为喜爱艺
术的大众提供近距离欣赏美术作品的机会，感受艺术精品
的魅力。

作为一家有着近40年历史的文化老字号，燕京书画社
凭着精品、诚信的经营理念和不畏艰苦的创业精神，向集
收藏、推广、交流为一体的艺术平台发展，成为京城一张享
誉海内外的艺术名片。

燕京书画社成立于1976年6月，经营多种艺术门类，逐
步形成了集文化产业、商场、酒楼、旅游、贸易及房地产于
一体的大型集团公司，特别是文化产业推出了大批有影响
力的艺术家 ，收藏了大批名人名家的墨迹 ，前辈缔造 ，艰
苦卓绝，后昆奋起，蓄势待发。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
天，特别是总书记两年前在文艺座谈会讲话后，燕京书画
社调整方向 ，以发展文化为主线 ，主动提高文化自觉 ，增
强文化自信。燕京书画艺术馆开办的两年多来，举办各种
展览展示 、 讲座研讨会百余场 ，《北京商报·燕京书画周
刊 》持续推出名家名画 、艺术资讯与评论 ，书画大讲堂和
书画进万家活动不断深入 ，画家工作室建立。此外，燕京
书画社高资质的古旧文物修复即将开业 ， 并计划在外省
设立分社和燕京画家写生基地，开办艺术教育培训，这些
都将丰富燕京书画社这块文化艺术的园地。

赞华艺术之家是由中国IT行业领军企业之一的赞华集
团在2010年6月创建的文化平台，隶属于赞华（北京）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是一个由陶莹女士创立、赞华集团投资建设的
展现艺术家艺术价值的平台。 其主要成员不乏著名的文学
家、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作曲家、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
玉石雕刻大师、经济学家、哲学家、企业家等。

赞华艺术之家一开始就以新角度、新思想、新技术全方
位地为中国各地、各门类优秀文化艺术提供宣传、探讨、展
示、推广的服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

赞华集团作为IT行业的精英，已有30年的历史，它不仅
是行业中屡创辉煌的创业者， 而且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也
独领风骚，在弘扬中国陶瓷、玉石与书画等的文化与美学中
做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企业生存和
发展的六字法宝， 赞华艺术之家旨在用这种美好和谐的理
念行之于一切，以文质并茂，宁静致远、和谐至乐的最高要
求，打造一个高品位的高端艺术互动交流平台，让众多的老
友新朋以及艺术家们得以共聚一堂，做到良性互动，资源整
合，延续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更多彩、更富有时代
感的文化平台。 这与燕京书画社和赞华艺术之家的价值取
向与追求不谋而合，借此吉年佳期，双方将携手合作。

双方的合作将在艺术家、收藏家之间架起桥梁。为广
大的艺术爱好者搭起平台，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共襄
壮举。

正可谓———艺苑新葩，盛世清尚，共筑中国梦。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老友情怀
燕京书画社举办名家精品展

宋滌《梅石图》 34.8cm×68.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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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镛《柿柿如意》 68.9cm×70.6cm

金默如《春风第一枝》 45cm×68.7cm

李燕《竹报平安》 46.8cm×43.5cm

纪清远《寒江渔隐图》 49cm×69.2cm

曹环义《深山藏虎》 46cm×68.5cm

李涵《竹子狸猫》 48.5cm×88.5cm

柴京津《咏梅图》 70.5cm×70.7cm 郭东瑞《新雨后》 69cm×69.5cm

王成喜《郁香催春》 68.6cm×46.2cm

贺伯英《菊鸡图》 68.5cm×69.4cm

王培东《吉瑞延年》 68.8cm×69cm

张大华《藕鸡》 42.1cm×69.2cm

邢少臣《温情》 44.8cm×69.3cm

郭石夫《香雪》 46cm×69.8cm

卢平《牧归》 46cm×68.5cm

翰墨歌盛世
丹青颂家园

“老友情怀”艺术精品展自启动以来，在历时半年的筹备期间，
组委会邀请到了十余位实力派的名家，本月中旬，艺术家们将携带
佳作集体亮相，为观众带来别样的艺术体验。

作为一家有着30余年历史的文化老字号，燕京书画社从改革开
放初期的成立伊始，便一直紧跟国家的文化导向，不断完善企业发
展，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对于此次书画活动的举办，燕京书画
社总经理石占成表示，“两年来，燕京书画社为落实习总书记的讲话
精神，推出了一系列接地气的艺术交流活动，从文艺界老艺术家的
跨界书画展，到举办朝鲜艺术家油画展，再到当代优秀艺术家的绘
画展，多空间、多领域地展现了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面貌，引起了社
会的极大关注，产生了良好的文化影响，此次画展的举办正是为了
更好地落实国家文化精神，迎合百姓文化需求，以此为藏家、艺术家
搭建宣传、收藏的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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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迪原生态绘画展诠释天性诗意

高校国画论坛开展学院对话

高源个展图说别样时间观

云南省版画作品展普洱开展

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 ，中国画
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美
术馆承办的“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
鸟画教学与研创学术论坛 ” 将于3
月 10日-16日在中国美术学院召
开 。论坛由 “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
鸟画在职教师作品交流展 ”、“中国
画系系藏花鸟画教学范本展”和“中
国画系经典教材展”组成。

本次论坛以 “画语诠 、新语境 ”
为主题，以花鸟画教学为主体，以搭
建中国画传承与传播创新平台为主
旨， 以探讨新时期中国画后备人才
培养为主要目标，在“多元互动 、和
而不同”的办学理念下，通过赓续经
典，集思广益，传承和传播优秀民族

绘画艺术； 通过求同存异， 创新发
展， 提升和提供花鸟画教学的整体
实力和发展新思路。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尉
晓榕表示， 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鸟
画教学与研创学术论坛， 是一个大
盘流转的年度活动， 由各院校轮值
主承办，犹如已长成规模的绿植，年
轮在增扩，能量在积聚。

艺术院校们早已习惯凭借一
围神圣的墙和自家经略各修盛事 ，
但足可担忧的是，滚动复制的超稳
格局，以其模式化惰性正在扼杀艺
术教育的多种可能性和再生力 。在
这样的难题面前，我们认为最具针
对性的方法论，就是用“无墙无界 ”

为导引，做一次打通周身经脉的努
力 。在综合的时代 ，多学科多场域
多视角的移用，无疑是当代学术的
可靠源泉，任何自闭的系统都意味
着残缺和速死。

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鸟画教
学与研创学术论坛汇集了 15所院
校 ，这样的汇集已生成为一种人
文地理学意义 。论坛活动通过展
览 的 形 式 解 读 作 品 的 画 相 和 画
语 ，受众和互为受众的参与者们 ，
都将直观地感受到多地中国画生
态的植根性气息。而“南橘北枳”的
多样性，正是我们大可看重的移用
价值 。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艺术纪录片延伸展关注自然困境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主办的展览“天气大战”于3
月4日开幕。此展览由策展人王凯梅，瑞典艺术家组合
马慈·贝格特、 拉瑟·贝格斯特姆为上海民生现代美术
馆特别制作，将展出至4月16日。

《天气大战》 是拉瑟·贝格斯特姆创作的艺术纪录
片。 记录了艺术家制作试图改变龙卷风风向的艺术作
品，并将其带到美国龙卷风频发地区投入使用的过程。
艺术家通过一系列历史典故和现代事件， 在艺术与科
学的交汇处，探讨人类对自然主观干预带来的思考。

展览以影片《天气大战》为线索，将带来艺术家近
年来创作的以极端天气为素材的三部分作品：《干旱》、
《冰冻》和《风暴》，以及艺术家新创作的关于天气历史
的雕塑装置《天气之中：大气的战场》。内容包括影像、
雕塑、装置、文本和摄影等22组件作品，全方位地展示
艺术家对气候问题的艺术探索。 展览针对人为干预天
气的地球工程学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和实践，对
人类控制欲望与自然法规关系展开的哲学思辨， 引发
对应挑战，采取行动的思考。

拉瑟·贝格斯特姆是代表瑞典大地环境艺术的知
名艺术家。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以气候问题
为艺术创作的关注点， 将人类试图改变气候的地球工
程学实验用艺术的形式落户在自然之中， 扩展了艺术
发生的空间和领域。 他们的科学态度和艺术想象集结
在艺术、技术和自然的共同领域，为科学实验投上一道
诗意的光束, 对当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做出评论。

青年艺术家高源在上海的首次个展“不已”将于3月
11日-4月30日在上海胶囊画廊举办。 展览由青年策展
人杨紫策划，以高源历时六年创作的动画《月晷》以及组
成该动画的场景及分镜头的部分绘画两部分组成。

动画 《月晷 》 曾入围 2017鹿特丹国际电影节
（IFFR），因其具有个人意识结构的独特创作方式广受
赞誉与好评，该作品还将于4月在2017香港国际电影节
上映。此作品通过蒙太奇的方法切换和剪辑场景，制造
时间的“虫洞”，将悬疑的氛围悬置起来。

高源擅长使用循环的叙事方式与许多具有着丰富
寓意的主题，这些主题既是视觉的、形状的、图像的，也
是概念的，充满隐晦的比喻性，它们间隔性地呈现于动
画中，为动画组织起结构。通过对不同主题时长、顺序、
画面等方面力度的平衡， 显示出了高源对动画媒介成
熟的控制能力。同时，对蒙太奇手法和视觉记忆滞留心
理作用的掌握和熟悉， 使高源在动画中呈现出一种奇
特的时间观，展览名“不已”便影射着这种时间观，“当
下”不断回溯过去和流向未来。

由普洱学院、云南省美术家协会、普洱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办的 “第十届云南省版画作品展———普洱
巡展”于3月10日在普洱市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共收
到482件作品投稿，经过评审委员会初评和终评，最终
入选150件作品，其中20件作品获得优秀奖。

据云南省美术家协会介绍， 在本次的参展艺术家
中，中老年版画家愈发成熟，新版画人上升势头强劲。
此外，新的观念、新的材料、新的思维，使云南现阶段的
版画呈现出异常丰富的形态， 展示了目前云南版画的
最高水平、最新成果。版画人与收藏人之间还缺少直接
有效的沟通渠道，因此，举办云南省的版画展览是有其
积极意义的。希望这类展览举办的频率多一些。版画艺
术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丰富多彩的版画展览。
展览将持续至3月30日。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张明逸展览重现空灵自然
张明逸 “照见 ”个展将于 3月 11

日在上海洛克·外滩源兰心MEM展
出 。本次展览精选了张明逸近六年
来的艺术创作 。艺术家将大胆的想
象融入写实的手法 ， 鹿角捧月 、鹿
踏蓝莲， 突破了以往鹿与马形象的
传统，构图匠心独运，使个体与环境
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

张明逸近两年的创作主要采
用单色系 ，单色系容易产生相对的
宁静感 ，在不同的画面中设置不同
的意象形态 ，记录的都是某个时间
点对事物的心理变化 。最近的绘画
语言把鹿和马这两种符号置于其
编织的场景中。

张明逸谈到， 在一个相对安静
的环境里 ，容易对周遭的事物或场
景有一个相对细致的观察 ，以一种
宁静的画面来相照应 ，在画布上用

密集的笔触来刻录时间的流逝 ，如
若停下，就容易造成一种焦虑、虚空
感。不同的画面照应不同的场景，其
实就是在映射自己的内心情感空
间 。鹿 ，与生俱来的出世语境 ，虽亲
近于人，但更多的时候是疏远，自在
而仙野， 梅妻鹤子是他近段时间内
心的写照。马，更多的是一种入世的
姿态，被日常所牵绊。

鹿与马 ， 两者身上的不同气
息 ， 生来就决定了各自的境遇 。两
者也是他内心矛盾的双重性 ，既想
远离嘈杂的社会， 却又依赖于这个
社会，无法做到真正的远离，也做不
到真正的亲近。“就如同一个矛盾的
纠结体， 两者的混合正好是一个完
整的我， 惟有我的画面是最好的注
解。”张明逸说。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2月18日，由北京上苑艺术家联合会主办的“天性的诗
意———赛迪原生态绘画展” 在北京798艺术区圣之空间隆
重开幕， 展出了赛迪麦麦提·如则麦麦提各种题材的绘画
作品60余幅。

此次展览定名为“天性的诗意”，策展人李向明对此表
示，赛迪的绘画，一眼看去，完全是艺术史中的表现主义或
后印象主义，甚至有一些抽象表现的意味，当然不同于经
过今天的学院教育将其异化之后的“表现主义”。“我在阅
览他的简介资料时发现，他有过在当地群众艺术馆、建筑

设计院的短暂经历， 和与专业画家接触学习的短暂经历。
可以肯定，这些零星的经历，对一个从没进过大学校门的
赛迪来讲一定是重要的，最低限度，对他的眼界开阔是重
要的。但是，这些零星的经历并不能也不可能解决一个大
学本科四年的教育问题。因此，我们依然要看到他的原生
态价值，即天性的根本意义。”

据悉， 此次所展出的作品是从赛迪的100余件作品中
遴选而出，多为近年所作的水墨和油画作品。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