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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风风··雅雅··颂颂——— 山山东东省省艺艺术术品品基基金金首首届届名名家家作作品品展展

由大众日报和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主办的“风·雅·颂——— 山东省艺术品基金首届名家作品展”即将于2014年1月12日在山东博
物馆开幕。

本次展览将展出方召麐、张洪祥、阿鸽、胡抗美、高玉琦、毛岱宗、曾翔、高永谦、张望、崔东湑、赵建军、陈思源、张淳大宝、张明弘、刘
仲原、杨斌、于磊、董俊超共18位著名书画名家作品400余幅。参展作品包括已经发行和即将发行艺术基金的作品，目的在于向全社会做
一次书画艺术品和金融结合发展的汇报和展示，同时通过展览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山东书画艺术品基金的规模和走向。

本次展览同时举办“融合 推动 引领——— 艺术对话金融山东省首届艺术品基金发展研讨会”。研讨会已得到山东省委宣宣传部的支
持，批示文件认为，此次研讨会搭建了艺术与金融的对接平台，对于丰富和活跃山东文化市场，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具具有积极作用。

金融业以金融手段参与推动艺术品投资，在国外已经风行，在国内已经探索出成功模式；实践证明，发行艺术品基金解解放了艺术家
创作的生产力，拓宽了投资家的收藏渠道，这是一个双赢的模式。山东省是书画大省，在全国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力，山东信托自2010

年至今一直在致力于发展文化艺术品基金。其中，与山东龙图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虚苑天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和山东东腾辉投资有限公
司合作发行的艺术品基金，主要投资省内外著名艺术家和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涉及艺术家近20位，收集作品4000多
幅。在艺术市场和收藏界影响颇大。此次展览将使山东书画艺术基金化发展引向纵深，使艺术家与金融业合作桥梁进一一步拓宽。金融推
动艺术，必将推高艺术家的创作水平。

地 点：山东博物馆
展 期：2014年1月12——— 17日
开幕时间：2014年1月12日上午9:30

主办单位：
大众日报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山东泰山文化艺术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龙图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虚苑天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山东腾辉投资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大卫齐鲁美术馆
怡文轩文化艺术城
青州书画艺术城
山东御品堂·金丝楠
鲁阳艺术会所
济南美汇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山东明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华阳艺术中心
山东紫金朝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济南威龙国际大酒窖
大千传媒广告公司

(1914-2006)无锡人，后定居香
港。早年分别师从钱松喦、赵少昂、
张大千，曾获得牛津大学楚辞学博
士，香港大学文学博士及荣誉法学
博士学位。1997年为香港回归题写
纪念碑铭，现立于陕西黄帝陵。2003

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铜紫荆勋章。

1941年生于山东潍坊市；1964年毕业于浙
江美术学院油画系；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研究
生导师，原美术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山东油画学会名誉主席。

1948年出生，彝族。现任中国美
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版画艺委
会副主任、国家画院版画院副院长、
四川省美协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
席、神州版画博物馆馆长，国家一级
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52年生于湖北襄阳，号鹿门山人。系中国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创作委员会
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书法篆
刻展、全国兰亭奖展、全国草书展评委。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教授，中
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特约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沈鹏课
题班助理导师，东方九泽龙书画研究协会副主席，中央机关
书画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
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副院长。

字(子卿)、(子青)、(天石),大写意花鸟画家，大写意花
鸟大师崔子范先生的门生，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副教
授，山东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国画
院副院长，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进书画院副院长。

祖籍湖北随州，现为中国国家画
院研究员，书法篆刻院秘书长、篆刻研
究所所长、曾翔书法工作室导师，中国
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北京印社副
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青少年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画艺术研究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作品曾连续获得全
国第七、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一
等奖，文化部全国第十四届书法群星
奖，世界华人2007中国书画艺术精品大
展优秀奖；连续五届入选“中国当代最
具影响力——— 中国当代书法二十家提
名展”；书法篆刻作品入选《中国美术
六十年》、《共和国书法大系》、《当代美
术史——— 书法卷》；多次受邀参加日、
韩、法、德等国艺术交流活动。

字无为，号千山。1959年1月生于山东单县，中国
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
田园山水画会副主席，文化部中华旅游书画院副
院长，中国画创作研究院副院长，北京谦山堂艺术
馆馆主，曾任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美术创作室主任，
山东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美术研究部主任，山东工
艺美术学院山水画工作室兼职教授。

1961年生，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山东画院艺术委员会
委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央美术学
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客
座教授。

1962年出生于山东，毕业于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山水
画研究创作专业，获硕士学位；
2004年至2013年供职于中国国
家画院，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书画艺术研究创作中心专业画
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

1967年生人，祖籍山东
莘县。1991年毕业于山东师
范大学艺术系。2001—2002

年深造于中央美院李少文先
生工作室。现为齐鲁师范学
院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文化部青联美术工
作者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山东美术家协
会理事，山东青年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

原名陈学军，独立
艺术家，1967年生于山
东潍坊，1989年毕业于
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研究
所特聘研究员，山东工
艺美院艺术与科学研究
中心特聘研究员及油画
专业委员会委员。

原名张淳，1970年生于
山东潍坊。中国美术学院博
士。现任山东艺术学院美术
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山东省油画学会副
主席；山东省油画艺委会副
主任；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

1971年生于山东章丘,
1996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
院美术系, 2010年毕业于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师从刘进安先生，获硕士
学位 .现任教于北京科技
大学国际学院。现为首都
师范大学现代水墨研究所
研究员，北京工笔重彩画
会会员，北京宋佳艺术学
校特聘教授。

1971年生于潍坊。毕业于山
东艺术学院中国山水画研究生工
作室，获艺术硕士学位，导师为著
名山水画家张志民先生。自幼
喜爱书画，师从浙派著名山水
画家曹文驰先生。2003年入中
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山水专业深
造学习。现为山东省青年美术
家协会国画部部长、副秘书长，
山东省公安文联顾问，浙北中
国画研究院画师，山东省美术
家协会会员。

又名三行，毕业于山
东艺术学院美术系，获学
士学位，毕业于中央美术
学院中国画学院，获硕士
学位。2013年毕业于中国
艺术研究院，获博士学
位。目前任教于山东艺术
学院中国画系。

1976年出生，山东烟台人。2000年毕
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获学士学位。
2006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工笔
人物专业，获硕士学位，导师何家英。现
任教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国画系。

山东莱阳人，山东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2008年
获硕士学位，师从张志民
先生。现为山东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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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署黛宗，字彦达，号喆
之、弘轩。1955年生于山东莱
州，现为山东艺术学院美术
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博士
生导师，山东美协副主席，山
东美协油画艺委会主任，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
画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
美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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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后的沟崖》 布面油画 45×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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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世No. 03-2 150×120cm 综合材料

▲《老树》 100×70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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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融合 推动 引领——— 艺术对话金融山东省首届艺术品基金发展研讨会”12日同期举办


	C12-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