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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歌盛世，丹青颂家园。由燕京书画社和赞华
艺术之家共同主办的“老友情怀·共筑中国梦———大
吉之展”3月18日在燕京书画艺术馆开幕。 展览以老
友为题， 集中展示了16位当代优秀艺术家的艺术佳
作，现场热闹非凡，有老友 ，有新朋 ，这些来自艺术
界、企业界、收藏界的嘉宾齐聚一堂，在近4个小时的
活动中，嘉宾们以画会友，畅谈艺术，共同营造出欢
快吉祥的氛围。

本次画展由有着近40年历史的文化老字号燕京
书画社携手IT行业的精英企业赞华集团创建的赞华
艺术之家举办。活动邀请了当今国内画坛名家、才俊
新秀，展出了金默如、田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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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位画家的60余幅精
品佳作。画作绘画技法多样，展览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高度统一， 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强烈的时代
精神。

在此次展览中，艺术家的画鸡佳作精彩纷呈。生
肖作为悠久的民俗文化现象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鸡被喻为吉祥、喜庆的象征，并
被赞誉为“五德之禽”，中国农历鸡年预示着大吉大
利。李苦禅先生之子、著名书画家李燕以《竹报平安》
为题创作的画作，引起了观众的驻足，他说，“鸡与吉
谐音，取其吉祥之意，齐白石、徐悲鸿先生和家父苦
禅先生都画过很多以鸡为主题的画作， 这次我创作
这幅平安图表达对各位的祝福”。

主办方希望通过这些高水平的原创作品为广大
艺术爱好者提供一次近距离欣赏艺术的机会。 为配
合这次展览， 主办方还出版了精美台历和精美画册
《大吉之展》供大家欣赏收藏。

展览将于本月底结束， 届时主办方将邀请参展
画家和观众见面，并举办一次关于收藏的研讨会，为
广大的艺术爱好者提供一个与画家交流的机会。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老友情怀·共筑中国梦———大吉之展”在京亮相

迎新朋会老友 画中忆情怀

■李燕
（著名书画家）

■陶莹
（赞华集团常务副总裁）

观众在画展展板前驻足

著名画家王培东（左二)为观众题字

燕京书画社总经理石占成（右）向嘉宾介绍展览

嘉宾签到

嘉宾为展览开幕式剪彩

■石占成
（燕京书画社总经理）

我们将紧扣艺
术市场发展方向，一
起携手打造多元、健
康、可持久的艺术品
收藏体系。

老一辈艺术家
与燕京书画社有着
深厚的友谊，此次展
览的举办是这种情
感的一种传承。

通过品牌打造
品牌， 为艺术家、收
藏家搭建良好的交
流沟通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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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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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个月的筹备，“老友情怀·共筑
中国梦———大吉之展” 于3月18日在燕京
书画社艺术馆成功举办， 引起了业界的
极大关注。作为此次活动的主办单位，燕
京书画社和赞华艺术之家在各自领域有
着良好的口碑和影响，一家是有着近40年
历史的文化老字号， 一家是走过了25年
辉煌历程的行业新锐， 此次两家企业首
次携手16位当代画坛的实力派艺术家 ，
通过精彩的画作， 不仅展示了当代画坛
的创作面貌， 而且借助企业的品牌影响
力，整合了企业界、收藏界的高端资源 ，
为收藏进万家的推广活动做了一次有益
的尝试。

从一个为了解决返城知青就业的
民间艺术团体到如今聚集了一大批中
国画坛艺术巨匠的京城文化名片 ，燕京
书画社经历了辉煌的历程 。期间 ，燕京
书画社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精品佳作 ，
也逐步完善了自身的收藏理念 。 李苦
禅 、李可染 、白雪石 、董寿平 、秦岭云等
近现代画坛的艺术巨匠 ， 都曾与燕京
书画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 这些大家的
艺术追求在燕京书画社多年的发展追
求过程中相互融合 。 此次画展在一定
意义上说 ，可以称之为一次传承之展 ，
不仅仅是因为像李燕 、田镛 、张大华等
参展艺术家的长辈及老师都是燕京的
老朋友 ， 更是因为在当代艺术市场持
续调整的背景下，燕京书画社能始终坚
持精品的推广理念 ，以高水准的艺术追
求集合了16位当代实力派的画家 ，通过

精彩的展示与深度的推广宣传 ，向艺术
界展现了燕京书画社的个性追求 ，再现
了老字号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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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展览的举办过
程中， 赞华艺术之家始终围绕国家的文
化导向，以务实的工作筛选艺术家作品，
力图以专业的水准同燕京书画社一起为
关注、 喜爱艺术收藏的朋友带去真正的
艺术作品。

在此次展览的活动现场， 燕京书画
社总经理石占成和赞华集团常务副总裁
陶莹面对到来的各个行业的朋友， 均表
示要致力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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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将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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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老字号牵手IT新锐试水艺术品收藏

金默如《大吉图》

郭石夫《鸡戏图》

王成喜《大吉迎春》 李涵《育雏图》

王培东《吉祥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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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沉艺术研究展还原时代探索者之路

《巴塞尔艺术市场报告》首次发布

许燎源青铜艺术展实践“物感”理念

“陆新建：无极线”展诠释线条无限性

沈远个展关注跨境文化思考 齐白石三代弟子联展将亮相

3月22日，巴塞尔艺术展与瑞银
集团发布了首份 《巴塞尔艺术展与
瑞银集团环球艺术市场报告》，对当
下的国际艺术市场进行了回顾性总
结与分析。 报告由著名文化经济学
家、Arts Economics创办人克莱尔·麦
克安德鲁 （Clare McAndrew）撰写 ，
内容横跨了艺术电商、 拍卖市场以
及网络层面， 以宏观经济角度对艺
术市场的业内走向做出了分析。

报告对环球销售情况估算进行
了探讨，包括全球成交价格、交易量
和地域市场占有比例的关键性书
籍。此外，报告还分析了艺术商和拍
卖市场、网络销售、艺术部门 （按时

代） 以及国际财富趋势和经济影响
指标。 本次报告中对艺廊行业的影
响力做出了强调， 将一手市场和二
手市场的销售情况做出了分列与对
比，同时对艺廊行业的盈利能力、债
务、展览和艺术展进行了探讨。

本次报告中的关键性研究结果
显示， 在2016年度全球主要的艺术
市场中，排名三甲的美国、英国与中
国巩固了各自的优势地位， 总销售
额约占全球的81%。尽管美国地区的
艺术品销售额有大幅下降， 但仍居
世界之首， 约占全球市场销售总额
的40%， 排名第二的英国约占21%，
中国紧随其后，约占20%。

值得关注的是 ，2016年度全球
范围的艺术市场销售总量同比下降
了11%，销售总额约为566亿美元；公
开拍卖销售额年同比下滑26%，总额
约为221亿美元 ；另一方面 ，艺术商
行业销售额却呈现出小额提升 ，年
同比增长了3%，约325亿美元。此外，
报告显示艺术展仍是全球艺术市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 艺术展的销售额
正逐年攀升 ，2016年度艺术展的销
售额达到了133亿美元，年同比增长
5%，较2010年增长了57%，在2016年
度中， 艺术展也成功占据了艺术商
销售额的41%。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画院主办，中
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协办，北京画院美术馆承办的“寻
道求变———卢沉艺术研究展” 于3月23日在北京画院美术
馆开幕。展览以美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再版图书、卢沉先
生著述的《卢沉论水墨画》为引，以“寻道求变”为名，突出

“变”字，强化了卢沉不同时期作品风格的变迁；以“十字路
口”为展陈理念，表现卢沉作为改革开放第一批探索者，身

处社会与时代的十字路口， 面对空前多元的可能与抉择
时， 体现出的实验精神及其不断求变的艺术探索之路。据
悉， 作为北京画院建院6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的开篇展，此
次展览是自2013年 “逸韵舒怀———卢沉写意人物画展”、
2015年“大爱悲歌———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研究展”
之后，卢沉作品第三次亮相北京画院美术馆。展览将持续
到4月23日。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3月26日，由海南省
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主办
的 “大匠之门———齐白
石三代弟子胡正云 、李
笑天、苗德志（三亚）展”
将在三亚 天 之 涯 美 术
馆举行 ， 展览将展出
齐白石三代弟子胡正
云 、李笑天 、苗德志的
经典画作 。

胡正云是齐白石大
匠之门的再传人、 齐白
石女儿齐良芷的弟子 ，
长期学习研究齐白石的
书法篆刻， 整理研究齐
白石的诗词题字。 齐白
石的书法篆刻取法于三
国时期的 《天发神懴
碑》，独树一帜、别具一

格、 雄伟健劲、 锋棱有
感。 胡正云的书法已尽
得《天发神懴碑》之神韵
风采。

李 笑 天 经 过 几 十
年的绘画探索 ， 对中
国画各家流派 、 绘画
技法都有研究 。 精通
山水画 、动物画 、写意
花鸟 、工笔花鸟 、冰雪
山水 ， 并独创朦胧画
法 。新派式工笔花鸟 、
工笔蝴蝶更是独步画
坛 ， 曾跟随恩师娄师
白 大 师 研 究 齐 派 绘
画 ， 并掌握齐派绘画
最 难 的 技 法———工 笔
草虫画法 。

苗德志是齐白石小

儿子齐良末和娄师白
的弟子， 擅长绘画 、书
法 、篆刻 ，是一位集创
作 、学术研究 、评论为
一体的艺术家，他集绘
画、书法、篆刻于一身，
在艺术上他主张 “不薄
今人爱古人” 的研究和
创作理念。其绘画作品，
从表现形式上有工笔 、
写意、工写结合画法。从
风格上分析， 他继承齐
白石画风， 绘画方面他
工笔、写意、兼工带写俱
佳，花卉、山水、人物、翎
毛、蔬果、草虫、畜兽、鳞
介无所不画， 集南北技
法于一炉。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沈远：无墙”艺术展于3月4日在北京民生现代美
术馆展出。 此次展览汇集了沈远早年与近年来的部分
创作，是其重要作品的一次亮相。沈远是中国20世纪80
年代美术新潮中 “厦门达达” 的参与者之一， 参加了
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之后
她移居巴黎。 近年来， 沈远经常往返于异国与故土之
间，一直力图超越纯粹的绘画或雕塑语言本身，在艺术
与生活之间建立相互回应的通道， 对所遭遇的各种问
题提出艺术家自己的“方案”，其创作往往带有对不同
政治、人文环境更为细致的观察和思考。

作为居住在异乡的艺术家， 沈远更直接地面对今
日世界的动荡和变化，并有着更强烈和直接的体验。沈
远因此给自己的展览命名“无墙”。她认为，墙是一个否
定性的概念，是封闭、自我保护和拒绝他人的象征，当今
世界，在家与家、园与园、族与族之间正在重新筑起高
墙。“无墙”与“墙”永远在它的悖论中，但对于艺术家而
言，关注现实、关怀人性，都要拿出重新发明的态度来。

在本次展览中，展墙均被触目的铁丝网代替，拒绝
身体的穿越，但视觉上又是穿透的。展厅入口，视线首
先被作品“1/2大碗”割断，“大碗”，既是人盛放食物的
器皿， 又隐喻世界常有的圆形建筑所代表的力量协商
装置，在此被铁丝网切开成一半，让人们看到其中显示
的力量与存在的反差。展览将持续至4月4日。

3月20日，“时间的浮标———许燎源青铜艺术展”暨
许燎源艺术博物馆当代青铜馆开馆仪式在许燎源艺术
博物馆当代青铜馆举行，展览展出许燎源青铜艺术作品
100余件。 自2016年许燎源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教授吴兴明、邱晓林共同发布艺术新维度理论“物感主
义宣言”以来，许燎源用多年来的艺术沉淀和工艺巧思，
以“既是艺术，也是用具”的创作理念为指导，创作了这
个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作品系列，使之在绘画、雕塑、文
创等方面形成互为照应的完整艺术体系。这次大展也标
志着许燎源和“物感主义”艺术理念的真正融合。

本次展出的青铜艺术作品以青铜为媒介，将感性、
艺术性等特性灌输到作品的创作、制作中，使之成为能
与人产生温暖关系、温和照应的器物，强调“物感主义”，
认为人类作为感性实体，不能离开“物”而存在。在创作
中，除在最大程度上展现“人”与“物”的功能性关系之
外，许燎源还注重另一种关系的开启，比如在音乐中心
灵与旋律之间的律动关系、在山水中人与物之间的融入
关系、在物色欣喜中人与物相互映照的关系、在自然节
令中人与物之间相互感应的关系、在种种创造性涌现的
新物感的惊喜中人与物相互朗照和敞开的关系，这些都
成为了本次展览主题“时间的浮标”的内涵，许燎源也借
此试图向观众传递出 “青铜艺术不是旧岁月的拓片，而
是新物感的欢歌”的观念。本展将持续至12月31日。

艺术家陆新建的最新个展“无极线”于3月11日在
德萨画廊开幕，陆新建《城市基因》、《城市经纬》和《倒
影》系列的新作品在展览中纷纷亮相，展现了陆新建近
年来的创作情况，阐释了他对城市人文的思考和感受。
陆新建从《城市基因》系列开始受到关注，其创作语言充
满符号性，以简单的图案绘制世界各地不同城市或区域
的地标特质，表现出现代城市的基本布局和蓝图。

本次展览中展示的《城市基因》系列最初的创作基
础来自于谷歌地图，利用科技取得特定城市和区域的卫
星图像后，透过简练的线条与图腾符号将俯瞰图中的建
筑、纵横交错的道路和树木等标识物抽象化、平面化，进
而组成一套独特的艺术语言，使观者能以全新的视角去
看那原本熟悉的地方结构。《城市基因》 系列体现了陆新
建的世界主义观，融合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国家的共性，
呈现一幅和谐之景。展览将持续至4月30日。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张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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