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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未未了了画画廊廊瞄瞄准准
艺艺术术品品收收藏藏““小小幅幅时时代代””

画画廊廊评评选选凸凸显显业业界界““榜榜样样力力量量””

2014年，“山东优秀画廊评选”得到了我省画廊机构的
积极响应，评选出了该年度具有行业指导性和较高公众影
响力的画廊，对我省画廊界诚信经营及品牌化建立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今年，山东省文联、山东画廊联盟、齐鲁晚
报本着“立足山东，放眼全国”的评选理念，将于今年四月
隆重推出“2015全国优秀画廊评选”活动，扩大该奖项在山
东艺术界的影响力，促进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评选活
动将于2015年10月16日在“第七届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
会”上进行表彰。

首届评选影响力巨大

山东作为艺术大省，画廊数量已达
数千家，在全国名列前茅，成为一个重要
的文化产业。但我省画廊产业也存在粗
放经营管理、画廊间恶性竞争以及画廊
各自为战零散无序等制约产业发展的困
难和问题，开展具有权威性、广泛影响力
的画廊评选，引领书画行业的健康发展
显得尤为重要。2014年，首次举办的“山
东优秀画廊评选”得到了省内大批画廊
机构的踊跃支持，评委在兼顾全省各市
的基础上，进行了有重点、多层次的甄
选，从最初报名的近千家画廊中遴选出
100家实力较强的画廊，最终评出60个获
奖名额。获奖画廊既囊括了省内颇具实
力和经营经验的画廊，也发掘了不少后
起之秀，成为近年来我省推出的兼具权
威性、专业性、学术性的画廊评选活动。

画廊参评有“门槛”、考量

为保证“2015全国优秀画廊评选”参
评画廊的高水准，确保评选活动的真实
有效，本届评选活动将继承首届“2014山
东优秀画廊评选”自愿申报、地市画廊协
会推荐的评选形式，设置了以下参评标
准：有独立的经营场地或门面，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有主管部门审批的营业执照

及相关证明文件；从事书画艺术经营或
具有书画经营资质；有三年以上的经营
年限 (新成立画廊视综合实力可放宽要
求 )；每年至少两次参加大型艺术活动、
艺术展览、艺术拍卖活动；有丰富的艺术
家资源或常年签约艺术家；在行业中具
有较高的影响力及美誉度；画廊有良好
的售后服务；严格职业操守，不损害当事
人的利益，牟取不正当利益；积极协助政
府部门打击艺术品制假贩假活动，联合
抵制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

专业评审来把“学术关”

“2014山东优秀画廊评选”的评审团
由山东省文联、专业媒体、著名画家、文艺
批评理论家、艺术机构五大方阵组成。本
届“2015全国优秀画廊评选”将延续去年
评审团的豪华阵容，继续遵循“公平、公
正、公开”的评选原则，从画廊规模、代理
艺术家水准、操作方式、展览规模数量、社
会影响等几大方面择优选取，评选出全国
画廊界的楷模标兵。

奖项精简分量十足

任何一项评选活动最引人注目的自
然是奖项的设置环节，“2014山东优秀画
廊评选”活动立足于山东，意在表彰省内
画廊界的优秀经营团队与个人，共设置了

2014山东最佳伯乐画廊，2014山东最受
藏家欢迎画廊，2014山东最受艺术家欢
迎画廊，2 0 1 4山东最受媒体关注画廊，
2014山东十佳画廊，2014山东画廊十大
领军人物等十大奖项，而本届“2015全国优
秀画廊评选”则是定位于全国，旨在推举出
全国的优秀经营机构和领军人物，在奖项
的设置上有所精简，但分量十足，设置了包
括2015十佳画廊，2015山东最“诚信”画廊，
2015山东画廊十大领军人物，2015山东最
受藏家欢迎画廊，2015山东最佳伯乐画廊，
2015山东最受媒体关注画廊在内的六大奖
项，每个奖项设置十名获奖者。

面对本届“2015全国优秀画廊评选”
活动的新变化，山东恒昌拍卖总经理杨
宁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想
法：“今年，书画市场仍将处于深度调整
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艺术品经营机构的
经营理念显得尤为重要，甚至高过于画
廊的经营业绩。画廊界现在正是需要有

市场前瞻性、艺术引导性的经营机构指
明方向，对今后的发展起到正向引导。画
廊评选也是团结大家，振奋精神的好契
机，让大家在评选中找差距、知不足、更
精进，进而促进整个艺术品运营机构的
健康、有序发展。”

齐鲁晚报旨在通过本次评选活动，
以山东为立足点，搭建起全国优秀画廊
的展示平台，规范行业内部的诚信经
营，提升画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打造
健康的书画市场发展链条。“2015全国
优秀画廊评选”的申报时间拟定于2015
年4月1日—5月15日，欲参与评选的艺
术机构届时可到齐鲁晚报书画院官方网
站 (h t tp ://shuhuayuan .q lwb .com.cn/ )报名
并领取、填写申报表，准备相关评审材
料。敬请广大书画从业者、艺术机构积
极参与，共襄盛举！

（文/程钰萌）

丰富多样的书画作品齐亮相，全
国知名画廊机构荟萃云集，几万名艺
术和收藏爱好者汇聚一堂，短短的几
天时间里，大量的艺术资源和市场份
额集中一地，都使得中国书画名家精
品博览会成为一座城市艺术品市场
发展的风向标。作为山东创办时间最
久、参展艺术家最多、学术水平最高的
专业化书画博览会，2015第七届中国
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会也将于10月16日
-19日在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华丽
开启。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会自
2009年创办以来，每年一届，始终秉承
“提升艺术品质与价值，引领艺术投资
与收藏”的办展理念，历经六年专业打
造，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与受关注度
得到有力提升，日参观人数过万人。特
别是近三届博览会的现场及后续成
交额均超亿元，充分展示了山东艺术
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和稳健发展。

展示规模居全国前三

2015第七届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
览会将延续之前的规模与声势，依托
齐鲁晚报强大的宣传实力，借助有专
业素养的策展和组织团队，立足山
东，辐射全国，邀请来自北京、山东、
河北、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数
百位书画名家和几十家知名画廊、
艺术机构，集合两千余件国画、油
画、书法、水彩等艺术品参与展示和
交易。博览会同时启用济南舜耕国
际会展中心上下两层展厅，总面积
达16000平方米，一层涵盖二十余个
名家主题展，汇集全国一线名家及各
省市知名艺术家；二楼以艺术家个人
现场交易区和画廊、艺术机构现场交
易区为主，将成为四方藏家和艺术投
资客们的“淘宝”地。

主题展区名家云集

历年来，个人主题展区和名家联
展区以参展人员实力强大、策展立意
新颖、吸引观众最多等优势，成为展会
中的亮点区域。2014年第六届中国书
画名家精品博览会“人物之巅——— 全
国人物画名家精品展”、“奇峰搜

尽——— 第二届全国山水画名家邀请
展”、“大匠之门——— 全国花鸟画名家
作品展”三大展区,包含了于文江、马
海方、王晓辉、王界山、王学辉、王辅
民、王平、孙志钧、刘临、刘大为、邢少
臣、李宝林、李耀林、乔宜男、纪连彬、
何家英、张文华、张寿庠、姚大伍、郭怡
孮、顾平、崔晓东、韩学中、韩敬伟、韩
璐、谢永增……(按姓氏笔画排序)集
结了国家画院、北京画院、中国艺术研
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
清华美院、湖北美院等来自国家一线
创作单位及顶级艺术院校的教授、学
者。在前六届精品博览会的基础之上,
今年省外艺术家来鲁交流的规模更
大,不同类别的主题性展览汇聚全国
名家,专业性强、学术水平高,为国内艺
术家打造展示艺术发展成就及艺术
品交流的最具影响力平台。

配套活动精彩纷呈

为进一步凸显博览会的学术形
象和影响力，本届博览会现场将举办
内容丰富的高规格论坛与专场讲座。

“第四届中国书画市场健康发展论坛”
将深度挖掘艺术品价值，找寻艺术品
投资的方向与经济规律，为共同构筑
一个健康、有秩序的艺术市场助力。博
览会还汇聚了来自银行VIP客户、高
端俱乐部会员、企业高管等最具影响
力和发展潜力的高端艺术藏家、职业
投资者，为参展艺术家作品提供精准
的高端展示交流与交易平台。此外，

“2015全国优秀画廊评选”、“专家鉴赏
团走进艺博会”、“名家艺术系列讲
座”、“看展览赢大奖”活动等也将同期
举行，大大增强了博览会的公众性与
互动性。

目前博览会各主题展览、标准展
位及活动赞助等招商招展工作已全
线启动，诚邀书画界朋友、艺术机构和
企业加入。主办方将以先进的策展理
念，全新的展示形式，独特丰富的阵容
组合为手段，在总结前六届博览会经
验的基础上，倾力为来自全国各地的
嘉宾们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艺术体
验。期待与您相约第七届中国书画名
家精品博览会，合作共赢！（马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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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首届“山东优秀画廊评选”现场韦辛夷为获奖画廊颁发证书

“2015全国优秀画廊评选”即将启动

咨询电话：0531—66675985/81758657

省内画廊每年承办的展览层出
不穷。如何让展览更吸引人，如何挖
掘优质的藏家，成为各大画廊关心
的问题。作为权威媒体主推的青未
了画廊，以一贯的学术坚持，赢得了
藏家的广泛好评。青未了画廊选址
避开文化市场集群，座落在交通便
利的经十路黄金地段，通过举办学
术展览、座谈会，利用媒体宣传吸引
着更多专业的购藏群体。

画廊主打：专业、学术、品牌

春节前后，青未了画廊通过开
展迎春展销季活动，关注度持续上
升，来访人数超3000人。来自湖南长
沙的画家肖德荣评价道，从青未了
画廊展出的作品可以看出画廊品位
很高，体会到山东艺术市场的氛围
确实挺足。除吸引具有专业背景的
参观群体外，青未了画廊还逐渐聚
集起中产阶级购藏群体，建立起藏
家和艺术家的数据库资源，这将更
有针对性地为藏家和艺术家提供更
加专业化和精细化的服务。

作为齐鲁晚报的延伸产业，青
未了画廊在作品来源，售后服务方
面均做到了让画廊与艺术家、画廊
与消费者、画廊与投资者之间的信
任关系。在作品的定价上，参考市场
行情，考虑与藏家建立长久的信誉
关系，定价区间透明合理。在艺术品
的评价体系中建立和成熟的艺术品
经纪人和评论家的合作关系，不过
分夸张宣传艺术家的作品和市场。
通过齐鲁晚报、齐鲁美术馆以及青
未了画廊与艺术家保持紧密的合作
关系。从目前售卖情况看，省内中青
年书画家最受藏家欢迎，省外马海
方、孙志钧、陈风新、周石峰、姚震西、
韩振刚(按姓氏笔画排序)等名家作

品以较高的学术性和鲜明的艺术特
色，关注度持续走高。

扇面小品投资收藏两相宜

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艺术品
市场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尺幅
小、总价低的作品越来越受到藏家
的喜爱。以扇面小品为例，它们在古
代就是文人把玩、欣赏之佳品，发展
到今天，因其形制独特，意境深远成
为了收藏市场中的热门。从青未了
画廊近期展销情况看得出新手藏家
中对扇面小品的关注度最高。青未
了画廊买家之一、从事证券行业的
马先生，在经过多方比较之后，以袁
宗 愈 的书法 扇 面 作 品 开 启收藏 之
路。而资深投资人士也建议初入行
的藏家，选择一些来源可靠，收藏门
槛相对较低的扇面以及名家书法精
品不失为好的艺术投资方向。

2015上半年，青未了画廊综合市
场讯息，调整办展方向，将着力重推
扇面小品精品展，如韩坤平小幅人物
山水油画展，韩振刚、张文华扇面小
品展，赵初凡人物小品展，届时将展
示出几位画家近期的精品力作。通过
采访了解到，参展画家到青未了办展
不仅信赖于其强大的策划团队，还青
睐于画廊自身拥有的黄金位置和强
大的媒体宣传能力。

据画廊负责人介绍，青未了画廊
300余平的展示空间适合画家阶段性
汇报展览，小幅精品画作展示，艺术沙
龙、讲座互动等活动正在策划中。

（胡敬爱）

收藏热线：
0531—81758657/15966685196

青未了画廊：济南市经十路 1 7 5 1 3号
（经十路与历山路交接口往西200米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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