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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青绿——— 中国人民大学画院
学术访问学者工作室作品展”将于5月底
在齐鲁美术馆举办。苗重安、王继平、万
鼎、魏建民、张彦、桂行创、李明、李毅
峰、杨惠东、赵建军、高荐、谢宗君、杨东
平、朱红晖、王乘、耿齐等一批实力名
家，将以雄壮典雅的青绿山水特色，呈
现我国盛世繁荣发展景象。

多样风格
展览呈现工作室探索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画院于2012年设立以
苗重安为学术领衔的“盛世青绿”中国画
访问学者工作室。工作室成立以来，多次
在天津、河南、西安等地举办展览、理论研
讨与生活采风活动。苗重安是成就卓著
的佼佼者，也是这个工作室的“核心”。他
不仅创作了多幅影响巨大的青绿山水佳
作，而且自觉地思考、探究盛世青绿的精
神内涵和审美形态特征，逐渐构建出独
具风神的青绿山水风格，进而成为当代
弘扬青绿山水的学术带头人。苗重安的
青绿山水，是对儒道两家大美理念的传
承与发扬。他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大自

然的感恩、崇敬与审美发现，同时注重自
身人格、修养的锤炼，力求实现真、善、美
的统一，具体反映在创作上，聚焦祖国西
部的生活抉择、重振汉唐雄风的审美取
向，是构成苗重安大美青绿境界的两大
支柱。而本次展览中其他艺术家王继平、
万鼎、魏建民、张彦、桂行创、李明、李毅
峰、杨惠东、赵建军、高荐、谢宗君、杨东
平、朱红晖、王乘、耿齐的创作，以不同的
姿态和风格展示着青绿山水画的教学研
究成果，如王继平深入考察少数民族的
风土与生活，让乡土建筑与青绿山水得
到了很好的融合；谢宗君的金碧山水加
入了水墨的因素，画面迷离变幻，具有极
强的当代性等，都将为山东观众带来精
彩视觉感受。

以史为脉
弘扬青绿时代精神

青绿山水画是中国传统题材，由于
其贴近天蓝地绿、山青水碧的自然本色
和诗意栖居的理想，特具富丽典雅之美
与恢宏博大的殿堂气象，受到人们的喜
爱，使其在唐宋时期发展到鼎盛。此后，

以文人画为主体的水墨山水大兴，而青
绿山水渐趋微弱。其间虽有文人画家偶
尔为之，但多情趣性而少大气势。直到20

世纪青绿山水才重新得到重视，在中国
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青绿山
水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发展机遇，以
青绿山水反映国家的繁荣昌盛，蒸蒸日
上可谓相得益彰。不仅如此，青绿山水
也寓意着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传统青
绿山水又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发展
的机遇。

中国人民大学画院和工作室秉持
传承国学国艺的宗旨，针对两部分内容
展开教学与研究：一是课题研究，根据
每位画家不同的知识结构和对艺术的
不同认识，研究青绿山水画的历史、发
展脉络、风格流派；二是艺术创作，在充
分掌握“史”的基础上引导画家淋漓尽
致地发挥艺术个性。教学工作强调三个
要求，那就是学术性、探索性和兼容性。
可以说，本次展览不仅意在展示青绿山
水，更在于研究中国青绿山水形成的内
在根源和时代特征，也将为弘扬传统艺
术精华，复兴与发展中国青绿山水画做
出有益探索。 （东野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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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调整：
小型展区受到参展机构青睐

第七届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会
招商招展工作正式开启，已获得众多艺
术机构的大力支持。据展览负责人介
绍，今年规格为3×3米的标准展位依然
热度较高。面对高价艺术品价格回落、
大额资金运转困难的艺术品市场，不少
艺术机构瞄准了书画博览会普通观众
对艺术品消费的需求，在优秀潜力艺术
家及平价艺术品上下足功夫。在历届举
办的博览会上，9平米的小展位向来是
藏家们的“淘宝区”,这些展区内琳琅满
目的艺术品中 ,往往有不少实用性与艺
术性兼备、且价格不高的“宝贝”，如颇
具美感且价格适中的风景油画、扇面小
品、书法作品等，质优价廉，更容易受到
普通观众欢迎。

除了实力艺术机构依然青睐大型特
装展位，主推全国名家，主办方还考虑到
当下市场现状，延续去年“化大为小”的
方式，将一些展区进行调整，适当增加一
些展位面积适中的展区位置，以此来降
低展商参展成本，使一些中小规模的优
秀画廊和具有升值潜力的艺术家能够有
机会在博览会上亮相，在市场紧缩大背
景下，凸显出更多参与性、多元性、更加
注重买方市场的特点，受到了参展商欢
迎，激发市场新活力。

品牌效应：
书画博览会定位更加明晰

在市场调整大环境中，如何寻找自己
的定位，是每个艺术博览会所面临的重要
问题。对此，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会负
责人表示，“博览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
各项功能及配套活动逐渐完善，让面对市
场调整期的书画博览会具备足够信心。首
先，‘中国’，意味着我们不局限于山东范
围内，而是要放眼全国。我们与全国各省
市美术院校、专业创作机构建立起亲密合
作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影响力，每年
博览会举办期间，都有大批全国艺术家、
艺术机构、画廊汇聚济南，近三届成交量
均破亿元大关。其次，‘书画’是指博览会
以书画作品为主打，兼顾少数衍生品，这
与其他综合性、多种艺术门类云集的展会
不同。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会专注搭建
书画展示交易平台已有六年时间，去粗取
精，更加专业，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很多
人一提起书画展览，就能够想起这个大型
展览，并在此购买书画藏品。第三，‘名
家’、‘精品’则是指博览会主打“精品”牌，

“精品”最看重的是学术的分量。中国书画
名家精品博览会组委会每年都对参展艺
术家水平、资质进行把关审核，判定学术
水准，确保展示质量，这样才能够保证参
展艺术家的有效交流与藏家的放心购买，
为藏家负责，为市场负责。”

多样合作：
论坛、讲座、评选提供更多交流平台

质量决定口碑，并最终决定成交
量，这是每个艺术类博览会操办者的
信条。目前第七届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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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备工
作开启时，许多连续参加多届的老客
户致电咨询，希望能够继续在今年的
博览会上展示新人、新作。此外，今年
的博览会还将延续、开拓更多丰富的
合作方式，为买卖双方提供更多交流
机会。

据了解，今年的博览会还扩大了特
装展区与标准展区中的艺术机构区域，
博览会负责人表示，“这是博览会更加重
视艺术机构在艺术市场中的重要作用，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实力雄厚与具备发展
潜力的优秀机构参与其中。不仅如此，为
共同构筑健康、有秩序艺术市场助力的

‘第四届中国书画市场健康发展论坛’，
凸显画廊业界榜样力量的‘2015优秀画
廊评选’、与银行VIP客户服务合作的

‘名家艺术系列讲座’活动，以及更多正
在筹备的交流活动，受到了专业人士的
积极好评，成为艺术家、艺术机构、企业、
收藏人群共同参与的互动方式，我们诚
邀书画界朋友、艺术机构和企业加入，共
襄盛举。”

2015年，第七届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会将于10月16日——— 19日在济南舜
耕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招商招展工作已全面启动。而今年举办时间由八月改为
十月，避开炎暑，可以让更多艺术爱好者、收藏家在秋爽宜人的气温中欣赏丰
富多彩的书画艺术。 文/东野升珍

评选标准

噪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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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噪从事书画艺术经营或具有书画经营资质；
噪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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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噪每年至少参加两次大型艺术活动、艺术展
览、艺术拍卖活动；
噪噪有丰富的艺术家资源或常年签约艺术家；
噪噪在行业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及美誉度；
噪噪画廊有良好的售后服务；
噪噪严格职业操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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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项设置

噪2015十佳画廊(10名)

噪2015山东最“诚信”画廊(10名)

噪2015山东画廊十大领军人物(10名)

噪2015山东最受藏家欢迎画廊(10名)

噪2015山东最佳伯乐画廊(10名)

噪2015山东最受媒体关注画廊(10名)

参评画廊请到齐鲁晚报书画院网站
(http://shuhuayuan.qlwb.com.cn/)报名并下
载、填写申报表。咨询电话：0531-66675895

2014年，首次启动的“2014山东优秀画廊
评选”得到了我省200多家画廊机构的积极响
应。而今年十月，“2015优秀画廊评选活动”也
将与“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会”同时举办，
据悉，评选活动已经进入申报阶段，符合参选
条件的画廊、书画院，可通过填写“2015优秀画
廊”参评申请表，递交参评材料进行参评。

作为一级市场的经营主体，画廊是艺术
市场交易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联系艺术家
和收藏者之间的桥梁。它既体现着艺术家和
收藏者的利益与需求，也承载着维系艺术品
市场稳定发展的重任。因此，画廊本身的诚信
度、运作水平就成了左右书画市场的关键。本
次“2015优秀画廊评选活动”的负责人表示，在
市场调整过程中，一些优秀画廊具备学术眼
光和收藏意识，诚信经营，多元发展，起到了
良好示范作用，市场有起有伏，但他们对于品
质的坚守，成为市场链条中的坚实部分。因
此，评选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测评过程中 ,除
了画廊自身实力的对比 ,艺术品经营的诚信
度、口碑更成为重要衡量标准 ,评选要求更加
多样。奖项是从画廊总体实力、画廊负责人影
响力,艺术家、藏家合作反馈,以及画廊对优秀
新锐艺术家的发掘程度等多方面综合考虑设
置的,分类比较全面,既能够囊括最具实力的画
廊,也会发掘不少后起之秀,是较为专业且学术
性强的画廊评选活动。

为使本次活动更趋完善，24日下午，主办方
还于齐鲁美术馆举办了“2015优秀画廊评选活
动”的意见听取会，竹语画舫、齐香斋、淳风堂、
大墨书画院、新世界美术馆、闲云轩、山东翰墨
传承文化艺术中心等画廊及艺术机构负责人
共聚一堂，为今年的评选活动建言献策。2015

年，主办方将评选范围扩大至全国，将为画廊
发展树立标杆，为省内外优秀画廊交流经验、
共同磋商提供了平台，也是一次互相学习的难
得机会，有利于在市场调整特殊时期引领画廊
经营正确导向。 (东野升珍)

““优优秀秀画画廊廊评评选选””
本本月月开开始始申申报报

▲“2015优秀画廊评选活动”画廊意见听取会

书书画画有有望望告告别别““独独角角戏戏””
我省拍卖结构渐趋多元

2015年我国艺术品春拍活动陆续在
上海、北京、广州、浙江等地拉开了帷幕。
与这些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拍卖会相比，
我省拍卖会并不太“热”，甚至青岛几家
中小型拍卖行已暗中叫停。这除了受市
场大环境的影响之外，我省拍卖会的拍
卖结构也值得反思。

山东地区的艺术品拍卖机构自兴起
以来，一直以当代书画为主，拍卖种类比
较单一，形成了书画“一统天下”的局面。
由于古代书画以及近现代书画征集难、
鉴定难、价位高等因素，古代书画在市场
上流通较小，而山东当代艺术家群体资
源丰厚，作品易征集，可保真，价格低，需
求大，流通快，这无形中就促成了拍卖行
自动选择当代书画的局面。再加上山东
地区画廊众多，藏家收藏取向也更倾向
于当代书画，这在某种层面上都造成了
山东主打书画的现象。

近年来，随着拍卖行“拍品征集难”、

“藏家寻求难”等一系列难题迸发，一些
艺术品拍卖公司也越来越意识到拍品单
一、以量取胜、无学术专场的传统拍卖模
式已经不能满足买家的需要。在找准定
位的前提下，我省本土拍卖行业开始根
据自身优势不断创新。

最为突出的是山东恒昌拍卖，近年
来不断求新求变，陆续推出了“金石相
契——— 陈介祺诞辰二百周年纪念专场”、

“同心同志—同志画社暨潍坊画派纪念
专场”、文玩清供单元、连环画专场等，不
断细化拍品，挖掘拍品文化价值，还将文
人雅士书房、斋室的辅助用具,如：笔筒、
枕木、镇纸、笔架、印玺以及随身把玩的
小巧物饰搬上了拍场，让藏家耳目一新。
恒昌拍卖的积极调整，不但拓宽了自身
拍品结构，增加了看点，也显现了我省拍
卖行追求拍品结构多元化，力争打破书
画“一统天下”格局的决心。

山东是书画重镇，书画市场的繁荣

也吸引了众多的品牌拍卖公司入驻山
东。2014年，保利(山东)拍卖公司与荣宝
斋(济南)拍卖公司纷纷成立，给我省拍
卖业市场的繁荣带来了可喜变化。荣宝
斋(济南)拍卖瞄准了山东当地的高端买
家，引入了近现代书画板块与当代书画
板块中的精品，通过展示全国性拍卖公
司的资源与拍卖平台，在我省取得了首
捷。有业内人士分析：山东市场发育尚
处于初级阶段，荣宝斋与保利介入后，
只要应对得当，一定能充分发挥拍卖平
台在信息透明化、交易效率上的优势，
迅速在山东站稳脚跟并夺取市场主导
权。此外，这些信号也向我们传递出：这
些拍卖行未来所带来的油画、古董器
物、杂项、珠宝、紫砂等门类，也将会丰
富我省的拍卖结构，打破书画唱“独角
戏”的局面，为我省拍卖行业带来一种
标杆性的规范经营模式和职业操守。

（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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