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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月份，如今初夏，金陵百家湖畔，有一场酒店艺博

会即将魅力盛开，这对江苏地区乃至全国的艺术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关注

且鼓舞的事情。艺博会在中国发展已有十几年的历史，日趋成熟，近些年更是

热闹非凡：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青州等区域都在不同程度上演绎

着艺博会的精彩，人们似乎“不是在参加艺博会，就是在参加艺博会的路上”，

可见其魅力影射不同凡响。刚结束了艺术北京的“人间四月天”，就迎来了艺

术南京的“初夏五月天”，第二届“艺术南京”是首次以酒店形式举办的艺术

博览会，利用百家湖独有的艺术公馆酒店资源以及集团收藏的世界顶级艺术资

源，与全国各地的艺术机构、艺术媒体共同打造一场初夏魅力艺术盛会。这个

五月，注定不平凡。 

艺博会的形成可以说是各大艺术机构与市场机制逐渐前进发展的产物，它

不断地徘徊于一、二级市场之间，寻求自身发展的特点与方向。每个地区所举

办的艺博会看似是普通的艺术品交易商业博览会，其实暗藏着无限的艺术商机。

一场高质量的艺博会总是具有市场与学术的双引擎性质，才能吸引到资深藏家

与投资者的关注。此外，艺博会是打开国际艺术市场的重要途径，各大艺术机

构都会在艺博会中亮出自己的藏家宝，在提高知名度的同时也渐趋与国际市场

接轨，艺博会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赞扬与肯定了艺博会，也要认清

它发展的不足之处：没有方向与主题的艺博会就像一个混乱的艺术集市一样，

看热闹多于看门道；此外，中国目前举办的各大艺博会区域性特征表现较弱，

这是往后要去努力争取的方向之一。不管怎样，我们一直在行动，从未因市场

的黯淡而失去对艺术的拥抱与探索，我们也期待着“艺术南京”酒店艺博会能

够呈现出一番具有艺术与市场双重影响力的初夏盛宴。

编 辑 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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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是大智慧，存在感可从对社会的回报中得以呈现。

严陆根创立的南京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旨在将此理念做实、做大，做长久。创业难，守业更难，持久经营的关

键在于企业家的远见卓识。就这一点来说，执着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严氏集团深谙其道。秉持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念，严氏

文化产业集团向来践行企业家之精神实现，勇于担负社会责任，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服务活动出色地回报着社会和大众，并以此延续一

种有核心理念的企业文化。通过社会活动来回报大众是一种巧妙的经营策略，但这更是企业家弘扬正文化、实现自我的理想路径。当

然，我们无法深究一个企业家创业的最初动机，但一个成功的企业绝非私人物品，而是属于社会。对于企业家而言，企业的社会存在

价值可体现于感恩社会、造福他人，这从严陆根早期投身房地产商海转为投资艺术的人生历程中可以明见。

回报社会的方式、手段与多少显然是人生价值升华的重要体现。不过，我们相信，借助一些项目和活动强化企业文化建设，丰富

企业精神文化形态，最终受益的还是企业本身。笔者以为，在这个层面上，南京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一个

突出亮点便在于对青年艺术家的发掘、选择和赞助上。如果说，所谓幸福就是拥有希望，那么给年轻人以希望无疑可视为最明智的投资。

南京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从举办南京国际美术展到对数千人的艺术赞助规模，其中大多数的舞台空间是为年轻人预设的。关

注当代、选择青年艺术家既是集团的运营策略，更是理想。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的齐白石、徐悲鸿甚至马蒂斯、毕加

索必将出自他们的队伍。青春是唯一有权利可以肆意编织未来的时光，年轻人精力充沛且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而，他们无疑是企业

蓬勃发展的最大希望，更是决定国家未来的主流群体。对于承载无数青年志向的企业和组织来说，定期注入新鲜血液，给予年轻人以

希望才是适应社会变迁、壮大公司力量的有效行径，因循守旧、安于现状显然不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可行性举措。基于百家湖国际文化

投资集团的影响力，许多青年艺术家已将与集团的合作视为实现梦想的重要选择。

年轻是最大的财富，但年轻却又往往与彷徨、无助、迷失和颓废同行。上帝在创造中找到它自己，只要愿意投进社会服务的行列，

贡献自己的力量，每个人都能在奋斗中找回原初的自己，并认识自己。每一个在现实中咬着牙齿、埋头打拼的年轻人都曾经是“吃水”

的人，而是否愿意做那个“挖井人”，给予自身以勇气、尊严和力量，关键在于本体自觉。面对这个纷乱多变的社会和时代，心理建

设尚未成熟的青年人背负了超乎想象的压力。如果年轻人总因迷茫、失望误入歧途，并付出代价，这便不只是个人的失败，更是整个

社会的悲哀。面对为数众多的青年艺术家，关注他们、投资他们便等于播种希望，甚至可以赢得整个未来。

这个世界会更好吗？是的，我们相信。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扮演他们艺术上的贵人和朋友，在发掘他们的艺术慧根同时包容

其偶尔的任性与错误，并鼓励与投资他们的艺术创作。（责任编辑 / 缪静宜）

——投资未来从给年轻人以希望开始

文｜朱光耀    图｜百家湖签约艺术家

YAN LUGEN'S
ART  INDUSTRY  DREAM

严陆根的艺术产业梦（二）

艺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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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洋 《科罗德的大奔时代》 71cm×150cm  纸本设色  2014 年

应晶晶 《孤单于红松柏》 120cm×180cm  布面油画  2014 年

艺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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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0—5.29
Edinburqh  Hotel

看惯了美术馆高大上的艺术展览，也看过了各种形形色色的艺术沙龙，文青们似乎对艺术

展览有了这样那样的倦怠……在酒店举办的艺术展览？！在床上可以展出艺术品？！酒店空间

营造出艺术和家的情境？！ 100 多家艺术机构？！ 单价 300 元——6000 万元的艺术品，

总有一款适合你！唯美的、小清新的、忧郁的、灿烂的、诗意的、浪漫的、写实的、超写实的……

对，没错，应有尽有！你想要的一切，就在百家湖艺术公馆举办的艺术南京 2016 国际艺术

品博览会！来吧，从艺术南京开始，收藏家庭中的第一件艺术品！

人生的第一件艺术品收藏

从艺术南京开始

520，一个充满爱与诗意的日子；

520，艺术南京热情绽放的时节：

盛开到荼蘼的紫色薰衣草庄园，

漫山遍野五颜六色的格桑花海，

鲜花绿荫遮蔽的最美爱情铁路，

青春洋溢、时尚简约、大腕云集的艺术南京，

520，去参加人生第一场艺术约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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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age To Masters

拉乌尔·杜菲

亨利·马蒂斯

Pablo Picasso

Raoul Dufy

Henri Matisse

毕加索

继前两年南京国际美术展推出的“向大师致敬Ⅰ”、“向大师致敬Ⅱ”展览之后，

本次“艺术南京”将延续这一顶级大师作品展系列。“向大师致敬Ⅲ”的艺术大

师作品都是由南京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董事长严陆根先生所收藏，并且都可

以在国内进行私洽， 这也使 “艺术南京”成为了国内唯一可以直接交易艺术大师

原作的顶级博览会。

展厅地址：中国·南京江宁区天元西路 146 号百家湖艺术空间三楼展厅

11

向大师致敬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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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师致敬Ⅲ

毕加索（西班牙，1881-1973）

《蹲着的人》

来源：2011 年苏富比纽约

拍品编号：苏 22-3

Pen and ink on paper - right side of the recto

Ink counterproof on paper - left side of the recto

Pen and ink on paper - right side of the verso

each image size: 5 5/8 by 3 3/8 in., 14.2 by 8.7cm.

sheet size: 5 5/8 by 6 5/8 in., 14.2 by 8.7cm.

钢笔画—右侧人物

墨水反样—左侧人物

1905 年于法国创作

尺寸：14.2×8.7 厘米。

出处：艺术家的遗产，玛莲娜·毕加索珍藏

展览：拍品曾在 9 家展览馆展出。始于 1991 年威尼斯，结束于 2001-02 日内瓦和纽约。

品相报告：作于普通缮写纸，未固定住，并附加于双面框架 .。纸张在边缘处有源自于作家的练习本的穿孔。中心缝处的针孔略微扩大，与原有捆绑有关。大多在边缘处有可见的一些时间染色，

以及若干小变色散点。整体品相良好。

作家介绍：

巴勃罗·毕加索（西班牙语：Pablo Ruiz Picasso，1881 年 10 月 25 日－ 1973 年 4 月 8 日）或称毕加索，全名巴勃罗·迭戈·何塞·弗朗西斯科·德·保拉·胡安·尼波穆切

诺·玛丽亚·德·洛斯雷梅迪奥斯·西普里亚诺·德拉圣蒂西马·特林尼达德·鲁伊斯·毕加索（Pablo Diego José Francisco de Paula Juan Nepomuceno María de los 

Remedios Cipriano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 Ruiz y Picasso），西班牙著名画家、雕塑家。法国共产党党员。和乔治·布拉克同为立体主义的创始者。毕加索是 20 世纪现代

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遗世的作品达二万多件，包括油画、素描、雕塑、拼贴、陶瓷等作品。毕加索是少数能在生前“名利双收”的画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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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age To Masters

毕加索（西班牙，1881-1973）

《戴帽子男人的半身》

来源：2010 年苏富比纽约

拍品编号：苏 12-158

Executed on May 31, 1972, this work is recorded in the catalogue raisonné as a double-sided drawing and the sheet was later divided.

Signed Picasso and dated 31.5.72.II (upper right)

Ink wash and pen and ink on paper

measurements

measurements19 3/4 by 15 1/2 in.

alternate measurements50.1 by 39.4 cm

钢笔和墨水，纸面画

19.75*15.5 英寸，50.1*39.4 厘米

大约在 1972 年 5 月 31 日作，这部作品在目录中记载曾有两个画面但后来被分割开。

出处：

Galerie Louise Leiris, 巴黎

R. S. Johnson 国际画廊，芝加哥

私人收藏

展出：

巴黎，Galerie Louise Leiris, 172 Dessins en Noir et en Couleurs,1972。

芝加哥 , R. S. Johnson International Gallery, 毕加索作品 (1881 - 1973), 1973,。

文献资料：

Christian Zervos, 保罗毕加索 , 《supplément aux volumes I à V》, 巴黎 , 1954。

《毕加索的设计、油画、水彩、绘画和雕塑作品，最后的时光，1972-73》，旧金山，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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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特里罗 （1883 – 1955）

《贝特蒙教堂》

来源：2010 年苏富比纽约

拍品编号：苏 12-180

Executed in April, 1937.

Signed Maurice, Utrillo, V, and dated Avril 1937, (lower right); titled Chapelle de Notre-Dame de Bermont, (Vosges), (lower left)

Gouache on paper laid down on board

measurements

measurements23 3/8 by 19 in.

alternate measurements59.4 by 48.3 cm

Jean Fabris has kindly confirm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work.

有画家本人签名，签注日期 1937 年 4 月（右下），画作名题在左下方。

树胶水彩画纸覆在木板上

23.325*19 英寸，59.4*48.3 厘米

大约作于 1937 年 4 月

Jean Fabris 曾确认过这幅作品的真实性。

文献资料：

Paul Pétridès, L'oeuvre complet de Maurice Utrillo, vol. III, 巴黎 , 1969 年， 1813 号，插画版第 189 页

向大师致敬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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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乌尔·杜菲

《网球》

来源：2010 年苏富比纽约

拍品编号：苏 12-403

Painted circa 1928-29.

Signed Raoul Dufy (lower right)

Watercolor on paper laid down on card

measurements

measurements19 7/8 by 26 in.

alternate measurements50.5 by 66 cm

画家签名（右下）

水彩纸画覆在卡片上

19..875*26 英寸，50.5*66 厘米 , 大约作于 1928-1929 年

出处：

Saidenberg Gallery，纽约

James Vigeveno Galleries，洛杉矶

PROVENANCE

Saidenberg Gallery, New YorkJames Vigeveno Galleries, Los Angeles

文献资料：

Fanny Guillon-Laffaille，Raoul Dufy，《Catalogue raisonné des aquarelles, gouaches et pastels, vol. I》，巴黎，1981 年，565 号，插画版 207 页。

LITERATURE AND REFERENCES

Fanny Guillon-Laffaille, Raoul Dufy, Catalogue raisonné des aquarelles, gouaches et pastels, vol. I, Paris, 1981, no. 565, illustrated p. 207

Homage To 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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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诺阿 

《静物水果》

来源：2009 年苏富比纽约

拍品编号：苏 6-22

Signed Renoir (lower right)

Oil on canvas

11 by 14 1/2 in.

28 by 37 cm

Painted in 1890

CATALOGUE NOTE

Renoir's still-lifes are some of the most sensually appealing compositions of Impressionist art. Rendered with the artist's characteristically soft palette and light touch of his brush, 

his compositions capture the aromatic beauty of each succulent piece of fruit. These deceptively simple still-lifes, which proved to be wildly popular among Durand-Ruel's clients, 

revitalized this age-old subject with an Impressionist flair and inspired Paul Cézanne's investigation of this very theme.

"With Renoir, it is the sensual element in art that predominates," Christian Zervos once wrote, and his observations can very well be applied to Renoir's compositions of fruit. "With 

form and construction having become for him ends in themselves and the feeling of sensuality being the very essence and the whole of his work, Renoir often managed to give 

new expression to things which, on their own, were devoid of character" (C. Zervos, "Is Return to Subject Matter Likely?," 1931, reprinted in Renoir, A Retrospective, New York, 

1987, p. 311).

有签名（右下）

布面油画

28*37 厘米

作于 1890 年

出处：有可能是来自杜兰德 - 鲁埃尔家族，保罗 - 杜兰德 - 鲁埃尔，巴黎（1901 年 10 月 29 日从艺术家手中获得），然后家族传承。

这件作品被包含在威尔当斯坦学院档案室的由弗朗索瓦 - 达尔特、杜兰德 - 鲁埃尔、文丘里编著的评论图录里。

雷诺阿的静物画是印象派艺术里吸引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雷诺阿以他经典的柔和的调色板和画笔渲染的感觉，使他的作品捕捉到水果的芳香甜美。这些简单的静物画，被证实在杜兰德 - 鲁埃尔的顾客中广泛的受欢迎，印象派

艺术家的才华使得这一古老的题材又重新焕发活力，保罗 - 塞尚曾做过这一主题的研究。“因为雷诺阿，人体的元素成为艺术的主题”，克里斯汀 - 泽尔沃斯曾这样写过，但他的这种观点同样也适用于雷诺阿水果主题的作品。“这

些作品里形式和结构是最后的归宿，视觉的感受是他作品的本质因素和灵魂，过去缺乏特色的物品，雷诺阿却常常设法使它给人以新的感受”。（克里斯汀 - 泽尔沃斯，《回归到适合的主题？》，1931 年，是雷诺阿 1987

年纽约的再版，第 311 页）

向大师致敬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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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特·罗丹（1840 年 -1917 年）

《西崎华子》 E 型  面罩

来源：2012 年佳士得伦敦  南肯辛顿

拍品编号：佳 63-170

signed 'A.Rodin' (on the neck); inscribed with the foundry mark 'Georges Rudier Fondeur PARIS' (on the right edge); inscribed and dated 'by Musée Rodin 1956' (on the left edge); 

with the raised signature 'A.Rodin' (on the inside)

bronze with brown patina 

Height: 7 in. (17.8 cm.) 

Terracotta version conceived between 1907 and 1908; this bronze version cast by Georges Rudier in 1956 

Provenance

Musée Rodin, Paris.

Roland, Browse & Delbanco, London.

Private collection, Ireland.

Private collection, Great Britain and thence by descent to the present owner. 

Literature

G. Grappe, Catalogue du Musée Rodin, Paris, 1944, no. 371 (another cast illustrated).

I. Jianou & C. Goldscheider, Rodin, Paris, 1967, p. 111 (incorrectly dated 1908).

L. Goldscheider, Rodin Sculptures, London, 1970, p. 125 (another cast illustrated pl. 84).

J.L. Tancock, The Sculpture of Auguste Rodin, Philadelphia, 1976, no. 97, 98.2 (another cast illustrated p. 551).

A. Le Normand-Romain. The Bronzes of Rodin. Catalogue of the works in the Musée Rodin, vol. II, Paris, 2007 (another cast illustrated p. 406). 

有签名“A Rodin”（脖子上），刻有“Georges Rudier fondeur paris”( 右上方边缘 )，刻有“罗丹美术馆 1956”字样及日期（左边边缘处），有凸起的签名“A Rodin”（内部）青铜带有棕色铜锈

高度： 17.8 厘米

陶土版本设想于 1907-1908 年，这个青铜版本是 1956 年“Georges Rudier”铸造

展出： 罗丹美术馆，巴黎 ; 罗兰，伦敦

私人收藏，爱尔兰 , 英国私人收藏，继承给现有收藏者。

Homage To 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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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布丹（ 1824-1898）

《图克河边的洗衣妇》

来源：2010 年苏富比纽约

拍品编号：苏 12-127

Signed E. Boudin. (lower right)

Oil on panel

8 1/4 by 10 5/8 in.

21 by 27 cm

Painted circa 1885-90

尤金·布丹签名（右下方）

油画板

8.25*10.625 英寸，21*27 厘米

作于约 1885-1890 年

出处：

凯瑟琳娜·兰伯特纽约

杜兰德 - 鲁埃尔纽约

M.J.Stransky（1917 年作为礼物获得）

约瑟夫·Stransky 纽约

私人藏品（购于约 1955 年）, 从此后裔继承

文献资料：

罗伯特·施密特，尤金布丹，全集目录，卷三，巴黎，1973 年，2058 号，插图 290 页

向大师致敬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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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马蒂斯（1869-1954）

《躺着的裸体女子》

来源：2013 年苏富比  英国  伦敦  新邦德街

拍品编号：苏富比 33-318

NU ALLONGÉ

PEN AND INK ON PAPER

27.9 BY 37.8CM., 11 BY 14 7/8 IN.

水墨钢笔画

尺寸：11 x14 7/8 英寸（27.9 x37.8 厘米）

作者介绍：

法国著名画家，野兽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一位雕塑家、版画家。他以使用鲜明、大胆的色彩而著名。21 岁时的一场意外，令马蒂斯的绘画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偶然的机缘成为他一生

的转折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好像被召唤着，从此以后我不再主宰我的生活，而它主宰我。”

出处：吉恩·马蒂斯  哈罗德·戴蒙德，纽约  詹姆斯·柯克曼，伦敦 詹姆斯·古德曼画廊，纽约 沃丁顿画廊，伦敦 私人收藏，美国（销售：苏富比，纽约，2010 年 10 月 7 日，第 5 号）

购买于上述拥有者

品相报告：请注意，此作的证明已经遗失，但其真实性已被 Wanda de Guébriant（巴黎马蒂斯档案馆主任）口头证实了。作品绘于普通缮写纸，装裱于缘画部布分但非固定，而是在两处上

角做了铰链，纸张浮于画布上。上边及右边有毛边现象，左边有细小的参差裂口。左边缘部分地区有极其轻微的褪色现象，上边右部有一处 2 毫米长的垂直裂痕。除此之外，作品品相完好。

Homage To 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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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马蒂斯（1869-1954）

《河面》（大约绘于 1920 年）

来源：2013 年佳士得纽约  克洛菲勒

拍品编号：佳士得 113-252

signed 'Henri-Matisse' (lower left) 

oil on canvas 

15 1/8 x 18 1/8 in. (38.5 x 46 cm.) 

Painted circa 1920 

Provenance

Gallery Storran, London.

Sir Hugh Walpole, London (acquired from the above, 1924).

The Leicester Galleries, London (by 1945). 

Viscount Hambleden, London; sale, Christie's, London, 27 June 1958, lot 39.

Arthur Tooth & Sons, Ltd., London (acquired at the above sale).

Mrs. Derek Fitzgerald; sale, Sotheby & Co., London, 12 June 1963, lot 73.

Robert Clark, London.

Samuel Josefowitz, Lausanne (circa 1985).

Anon. sale, Hôtel Georges Cinq, Paris, 14 December 1992, lot 37. Anon. sale, Sotheby's, London, 22 June 1993, lot 34.

Maspro Art Museum, Nisshin City (aquired at the above sale); sale, Christie's, New York, 5 May 2005, lot 211.

Acquired at the above sale by the present owner. 

左下角有“Henri-Matisse”字样签名

帆布油画

尺寸：15.25 x 18.25 英寸（38.5 x 46 厘米）

出处：亚瑟父子有限公司，伦敦

私人珍藏，书士巴利（1957 年从上述处购得）

1988 年 11 月 29 日匿名买家在佳士得伦敦拍卖中购得，178 号拍品

现有者从上述处购得

品相报告：胶衬。在紫外线下检查，边缘有修复的笔触和斑点，天空和水中也有一些细小的修复笔触。图录比实际作品色彩黯淡。实际作品中，天空和水中有明显的淡蓝色调，右边的植物有淡绿色调。

向大师致敬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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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勃罗·毕加索（1881-1973）

《公鸡》

来源：2013 年佳士得伦敦  南肯辛顿

拍品编号：佳士得 97-101

Le coq 

coloured crayon on paper 

5 x 8 in. (12.7 x 20.3 cm.) 

彩色蜡笔画

尺寸： 12.7 x 20.3 厘米

出处：伊奈斯和杰拉德（Inès et Gérard Sassier）他们的藏品拍卖于艾德拍卖行，巴黎，2007 年 10 月 22 号，拍品编号 256

Homage To 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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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s Impressions—Towards Contemporary China

印象莫奈  走向中国当代

本届艺博会策划邀请了周春芽、张大力、方力均等在当代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参展，展示其作品的同时来诠释十九世纪

艺术大师的想象，走进莫奈一百年前为我们提供的艺术空间，去解读大师理解的未来与思考。

克劳德·莫奈  《睡莲》（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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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简介：

莫奈 1840—1926——西方十九世纪印象派绘画的奠基人 , 法国绘画革命的先驱 , 欧洲绘画史中重要的艺术家。他的绘画实践改变了十九世

纪之前人们对于绘画的理解与认识 , 并在日后现代主义绘画的语言表达上给我们打开了另一个视觉的空间。他通过对光线在自然中的变化 , 将

人的感性认识上升于绘画的理性表现之上 , 他通过绘画在解读自然与色彩的表达中 , 去发现抽象情绪的精神内涵。他 的绘画表现同时也改变了

以往的所有绘画形式。让绘画走向现代提供了可能。

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正面临一个美学思考的时期。莫奈的重要艺术作品《睡莲》, 在美学上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性思考的空间。在这里

我们通过几位现代艺术家的作品来诠释十九世纪艺术大师的想象 , 走进莫奈一百年前为我们提供的艺术空间 , 去打开另一可能 , 去发现 , 去解

读大师理解的未来与思考。

主    办：      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

出品人：      严陆根        

学术主持：  殷双喜

展览时间： 2016 年 5 月 20 日——5 月 29 日

展览城市： 中国·南京

展览地点： 百家湖艺术空间三楼展厅（南京市江宁区天元西路 146 号）

克劳德·莫奈 《睡莲》

参展艺术家：朱德群、周春芽、张大力、方力均、苏新平、孟禄丁、沈勤、颜磊、张小夏、王朝刚、罗荃木、刘国夫、梁铨

Towards Contempo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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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莫奈  走向中国当代

朱德群 (1920-2014)

生于安徽萧县白土镇一个具有文化修养的 医生世家 ,1935 年进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西 画 ,1941 年毕业于国立

杭州艺专 , 即今天的中国美术学 院。1945 年任教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1949 年任教台北 师大艺术系。1951 至 1955 年任

教于台湾师范学院。1955 年定居巴黎 , 从事绘画创作。1980 年入籍法国。1997 年 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院士。朱德

群先生是当今著 名海外华人艺术家之一。

周春芽

1955 生于中国重庆 ,1982 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 ,1988 毕业于德国卡塞尔综合大学自由艺术系 , 现工

作生活于 成都、上海。

In 1957, was born in nanjing, China

1985 into the modelling of the Belgian royal college of art graduate student

Now live in nanjing, China Brussels, Belgium

周春芽 《巴朗山石》 73cm×61cm  布面油画朱德群 《光源》 76cm×60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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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力

1963 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87 年毕业于北

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生活工作与北京。

ZHANG DA LI

1963  Born in Harbin (China)

1987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Now lives and works in Beijing

方力钧

1963 年生于河北，1989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

画系。现居北京，职业画家。

Fang lijun

Fang lijun, born in 1963 in hebei province, 

graduated from print system of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1989. Is currently in 

Beijing, professional painter.

张大力 《飞翔 Flight》 185cm×265cm  亚麻布蓝晒油彩  2015 年

方力钧 《2008.8.8》 版画

Towards Contempo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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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新平

1960 年生于内蒙古集宁市 ,1977 年入部队服兵 役 ,1983 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 , 毕业后在内

蒙 古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1989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 画系 , 获得硕士学位 , 并留校任教。现为中央美

术学院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Su Xinping

1960 Born in Inner Mongolia

1977 Army Service

1983 Graduated from Painting Department of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孟禄丁

1962  生于河北保定市，祖籍北京通州

1987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

1990  就读于德国卡斯鲁赫国立美术学院

2006 在北京设立工作室。

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五画室主任

Meng luding

1962 Born in BaoDing, HeiBei; Hometown of family is Tong Zhou, 

Beijing, China

1987 Bachelor of Art in Oil Painting,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CAFA); Beijing, China

1990 Studied in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Fine Arts; Karlsruhe, 

Germany

1992 Immigrated to the Untied States

2006 Set up studio in Beijing

苏新平 《八个东西 3 号》 200cm×300cm  布面油画  2013 年

孟禄丁 《元速》 145cmx145cm  布面朱砂  2014 年

印象莫奈  走向中国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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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磊

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生活和工作在中国。颜磊在中国当代艺术圈特立独行，以独立

审视的态度，透过绘画、雕塑、装置、录像、行为等不同媒介，挖掘和揭示艺术体制内部存在的权力、竞争、

艺术价格价值混肴等问题。颜磊的作品调性模棱两可，呈现多重矛盾和冲突的价值观，一方面反映了艺术家对

当代艺术创作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的警觉和思考，以及他置身其中的孤独和对庸俗现实的复杂情绪。

颜磊参加过多项国际大型展览，包括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广州三年展、圣保罗双年展、光州双年展、上海

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香港艺术中心、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UCCA) 和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蓬美术馆

(Aspen Art Museum) 分别举办过颜磊的个展。2002 年获中国当代艺术奖 (CCAA) 最杰出艺术家奖，

2007 和 2012 年连续两次获邀参加德国卡塞尔文件展 (Documenta）。

王朝刚

1975 年生于中国重庆 , 油画家。1995 年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油 画系本科 ,2002 毕业于四川

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并任教于 年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 ,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留学访问。现任 四川

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 , 副教授。

展览：

2014 

《文轩新象——当代艺术百人邀请展》，成都文轩美术馆

《重庆市第五届美术展》优秀奖，重庆当代美术馆

《同行同至——第一届“新绎之星”青年扶持计划优秀作品展》，北京今日美术馆

2015

《为大于细——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青年教师邀请展》，重庆美术馆，成都市美术馆

《流变与共在：中国新现实绘画》，意大利佛罗伦萨市达巴索古堡

《边界与边缘》，亚洲现场艺术空间，北京

《亚洲现场：个人的现场》，四川大学美术馆

《感知与场域，2015“四川美术学院新生代创作”邀请展》，重庆美术馆

《阳光之梦——西南艺术邀请展》，西昌学院美术馆

《“伪装的风景”王朝刚个展》，1618 画廊，法国巴黎

王朝刚 《猎艳图 NO：1》 180cm×120cm  布面油画

颜磊 《彩轮》 200cmx200cm  画布丙烯  2005 年

Towards Contempo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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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勤

沈勤，男，1958 年生，南京市人。

先为江苏省国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Shen Qin’s Resume

Shen Qin, Male,

1985 born in Nanjing.

Now National First-Class Artist at Jiangsu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Institute.

张小夏

1957    生于中国南京

1985   入比利时皇家造型艺术学院就读研究生

现住中国南京  比利时布鲁塞尔 

In 1957, was born in nanjing, China

1985 into the modelling of the Belgian royal college of art graduate student

Now live in nanjing, China Brussels, Belgium

沈勤 《仿倪云林画意》 68cm×139cm×4  纸本水墨  2015 年

张小夏 《轻柳依旧醉晨风》 400cm×280cm  2015 年

印象莫奈  走向中国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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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荃木

1965 生于江苏南通

1990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

现居住工作于南京

1965  Born in Nantong, Jiangsu

1990  Graduated fro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ow  living in Nanjing

刘国夫

1964 年生于南京

1985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油画专业现工作、生活于南京。

Liu Guofu

Born 1964 in Nanjing. Graduated from oil painting department of Nanjing Institute of 

Art in 1985. Currently lives and works in Nanjing.

梁铨

1948 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广东中山

1963 年在《解放日报》发表水墨作品

1964 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附中

1981 年赴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版画

1984 年学成回国，并进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执教

1995 年后任深圳画院专职画师

1997 年参加皮道坚策划的“中国艺术大展——当代中国画展”

罗荃木 《养蜂人》 80cm×70cm  布上油画  2012 年

刘国夫 《“敞”一 49》 150cm×180cm  布面油彩  2016 年 梁铨  《无题》After The Rain NO.1  90cm×120cm  纸本综合 - 墨、宣纸拼贴  2013 年

Towards Contempo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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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文正书舍

嘉禧文化

China

China

Auguste Rodin

30



31

Chinese And Western

中西艺术大师

大象 - 午行

LC 艺廊

China

USA

来自上海的嘉禧文化、北京的“大象—五行”艺术公司、“文正书舍”艺术

机构带来的中西艺术大师创作精品将在“艺术南京”隆重登场，为我们带来一场

别开生面的视觉佳宴。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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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禧文化 Artlife Space 位于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以国内外顶级艺术家作品为依托，致力于拓宽推广经典艺术展示国内外著名艺术家

作品，倡导 Good Art 融入 Good Life, 将艺术作品与品味家居融为一体，打造充满艺术性的生活空间。同时借助上海自贸区的政策优势，将海

外艺术品及文化艺术引入中国。

通过艺术观赏性与艺术收藏性并行的鉴赏活动平台，满足人们对于品质艺术生活的追求，秉承以人为本，以诚信为向导，专注艺术产品

和专属服务是嘉禧文化持之以恒的理念。

冷冰川

冷冰川，出生于 1961 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96 年毕业于荷兰国立米纳瓦设计艺术学院，西班牙巴塞罗那

大学艺术系绘画博士，作品入选 92 年法国秋季沙龙美术展，1989 年获全国七届美展银质奖，1989 年获全国“插图艺术”

银质奖，1992 年获首届优秀美术图书大展铜奖，1995 年获中国首届装饰艺术“张光宇奖金”绘画一等奖，1997 年获

“巴塞罗那首届国际沙龙美术展”版画首奖，1994 年出版《冷冰川的世界》画集，1996 年在巴塞罗那文化艺术中心举

办个人画展，作品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一等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壁挂作品四件被南京博物院收藏。

若阿金·羌卓
(Joaquim Chancho)

1942 年 出生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塔拉格纳省的利乌多姆斯市。1962 年至

1967 年期间，在巴塞罗那的圣乔治美术高等学院学习，并获得了由巴塞罗那帕雷斯画廊

举办的“青年画家大奖赛”的二等奖。

冷冰川 《仨人》 70cm×50cm 若阿金 . 羌卓 (Joaquim Chancho)  《Pintura 780》  195cm×200cm   2005 年

中西艺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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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纯

罗尔纯，我国著名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早年就读苏州美专，师从

于颜文梁，后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至今。罗尔纯的艺术个性鲜明，色彩上具有

独特的风格，是中国第三代油画家的重要代表，被喻为“中国表现主义第一人”。

罗尔纯极善于画色和光，画面之中又有着一种浓郁的乡情，其代表作品有《九

月》、《望》、《鸡冠花》、《傍水人家》等。

罗尔纯的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美展获奖，在中央美术学院、上海美术馆、

广东美术馆以及北京、巴黎、纽约、台北等地知名艺术机构、画廊举办个展，

并被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等多家国内外知名公共及私人机构永久收藏。如

今虽已年过八旬，但罗尔纯仍在不断进行着创作和对艺术探索，并达到了一个

全新的艺术高度。

吴大羽

吴大羽，我国现代主义绘画的先驱，早期抽象绘画的拓荒者。在我国第一

代油画家中，吴大羽是唯一一位从事抽象油画创作的，具有开创性意义。

吴大羽早年留学法国，对欧洲现代主义流派变形、抽象等创作手段深有心

得，色彩强烈，富于视觉冲击力，被评价为“中国色彩派之代表者”。回国后

吴大羽长期从事油画教育和创作，在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的教学中充

分引进西方现代艺术理念，在学生中造成了深远影响，培养了吴冠中、朱德群、

赵无极、闵希文、王式廓等等很多当今画坛享有盛名的画家。吴大羽艺术的鼎

盛期是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间，晚年的作品多为抽象、半抽象之作，色彩浓郁

绚丽，对比鲜明，形色交融间自显东方艺术之韵致。吴大羽的艺术价值建立在

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精确理解；其二是将东方艺术神韵融入抽

象艺术中。吴大羽的作品虽然架构是西方的，实质上，他已经把东西方文化中

固有的精华都吸纳成为自身艺术创作的源泉，他将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传统艺

术的一些观念和技巧有机融合，创造出一种个性强烈、色彩绚丽而意象深郁的

艺术风格。

罗尔纯 《九月》 154cm×163cm

吴大羽 《花韵 -9》  30cm×34.5cm  1980 年

Chinese And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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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午行：来自北京、真正面向海内外的国际文化艺术姊妹公司，不仅在国内确立了西洋艺品拍卖的专业形象，也成功将中国女性前

卫艺术推向米兰世博，并联手名校另辟“一带一路”文化之旅。Ever-Infinity 不会拘泥于模式和套路，而是坚持把自己读懂并认同的创作和

理念执着地传递给价值伙伴，然后目送个性而真实的人文精华随缘传递下去，或自生自灭，或生生不息。大象，触手可及，意美无形。

大象－午行

娄正纲 《日月同辉 SM007/008》 254cm×127cm  布面丙烯  2011 年

作品一改以往纸本水墨形式，而笔触神韵仍保留了东方水墨气质，大开大合、

浑然有力。日与月在白色丙烯画布上被无限放大升高，相映成辉，仿佛日昼合一，

集聚东方日月天地精神。娄正纲用其独特的绘画语言和表现形式实现了传统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的化合，集力感、动感、感性美与思想美于一身，完成了从东方到西方

再回归东方的蜕变，从而开拓出她个人绘画艺术的又一新境界。

朱尔斯·迪普雷 《林地景致》 31.8cm×24.1cm  木板油画  约 1845 年

画面描绘枫丹白露森林中的景色。来源：加拿大多伦多赫伯特 - 科林·考克

斯夫妇收藏（加拿大人寿总裁）；安大略美术馆，藏品编号 805，1926 年接受

上述捐赠；安大略美术馆，2014 为更新藏品售出。

夏尔 - 弗朗索瓦·多比尼 《阿让特伊》 30.5cm×17.8cm  木板油画  约 1865 年

作品描绘塞纳河畔的阿让特伊日落，画面中央一头牛在河边吃草，后面是停靠在岸边的船屋，

远方地平线上的落日将天空染成一片橘红。画面整体充满宁静，而对阳光的描绘使得色调明亮

灿烂。画面左下角有画家 Daubigny 签名和 Argenteuil 名称。来源：马萨诸塞州剑桥私人

收藏，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格罗根艺廊。

娄正纲

娄正纲，少负盛名，在亚洲当代艺术圈享有盛誉的

顶级当代艺术家。90 年代确定了以水墨创作为宗旨又融

合东西的艺术道路。与此同时，娄正纲往来国内海外，一

方面从事个人的艺术创作，一方面热心公益事业，在中国

教育部设立“正纲艺术教育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景山学

校设立“正纲艺术实验学校”。

朱尔斯·迪普雷

法国风景画家，巴比松画派代表人物之一。迪普雷喜爱用厚稠的颜色，把光积

聚在画面中心，同时迪普雷也被认为是将英式风景画融入巴比松画派的代表。卢浮

宫、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众多博物馆均有收藏。

夏尔 - 弗朗索瓦·多比尼

法国骑士军团勋章获得者，巴比松派画家，被誉为是印象派的鼻祖。1857 年他在船上安

置一个画室，他乘着船沿着瓦兹河观察描绘两岸风光，这种深入自然，对景写生的方式，对后

来的印象派画家影响很大，他被认为是巴比松画派中最善于画水的画家。多比尼作画用笔轻快，

画面自然生动，他笔下的晨曦暮色、河湖、田野，都充满了浓郁的诗情，表现出大自然真实、

朴素的美。

中西艺术大师



35

文正书舍是中国国内一家专业从事世界名人手稿收藏、推广传播的文化机构。机构自成立以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收集名人手稿，致力于

把世界顶级的文化精粹带入中国，让更多的人可以近距离和这些人类文化遗产深度对话。

弗洛伊德书信 小施特劳斯书信

文正书舍

Chinese And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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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艺术大师

毕加索 《农牧神头像》

1948 年 3 月 10 日

矩形盘子

宽 32cm，长 39cm

白陶，釉下以釉底料和氧化剂描绘

蓝色，粉红色，绿色，黄色，棕色

有序号作品，共 300 件

毕加索  图片由美国 LC 艺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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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 《女人脸》

1955 年

矩形盘子

宽 32cm，长 39cm

白陶，釉下以釉底料装饰，灰铜绿

白色，象牙白

有序号作品，共 500 件

毕加索 《雕刻的瓶子》

1954 年

旋制花瓶

高 43.5cm，宽 16cm

白陶，以石蜡和釉底料描绘图案，

以镗杆雕刻，白珐琅

黑色 , 浅棕色 

有序号作品，共 300 件

毕加索 《黑色头巾》

1963 年，8 月 30 日

旋制瓶子

高 28cm，宽 13cm

红陶，刀刻纹样，以釉底料装饰

黑色

有序号作品，共 300 件

毕加索 《男人脸》

1955 年

矩形盘子

宽 32cm，长 39cm

白陶，釉下以釉底料装饰，灰铜绿

白色，象牙白

有序号作品，共 35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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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斯万古董俱乐部

CHINA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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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rt Institutions

国际艺术机构

Classic·简

CHINA

本次“艺术南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德国贝尔艺术、斯万古董俱乐部、

Classic·简、大卫画廊这四个国际艺术机构的加盟，他们带来的西方著名艺术

家作品可以在艺博会现场进行直接交易，开创了国内艺术市场集中交易西方艺术

品的先河。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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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万古董俱乐部是古董家具和艺术品收藏行业的专家，其藏品的年份从 2500 年前跨越至 20 世纪末，其中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臻品居多。

艺术和古董的收藏是斯万家族三代人的热情和追求。我在们法国的古董馆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藏者。斯万深厚的根基与雄厚的实力使其

在全球市场中价格更具竞争力。斯万古董俱乐部在上海的展示厅中为中国收藏家们呈现了高品质法国古董。其藏品除了适于收藏外亦可租赁

于广告和电影的拍摄，短期室内装饰，和特殊场合饰品及佩戴。斯万古董俱乐部还为收藏者提供室内设计服务，寻找货源服务，以及提供与

古董相关的金融产品服务。斯万也为个人或企业提供优雅晚餐与派对的场所。置身于精美法国古典的餐桌与家具环境中，让您感觉仿佛穿越

到了过去。斯万古董俱乐部期待将其臻藏与南京的收藏家门交流分享。

国际艺术机构

P a ire  de  guéridons A rt  Déc o 

en placage de palissandre et de 

citronnier, autour de 1930.

黄檀木小圆桌一对 , 柠檬木镶嵌装饰艺术风格

约 1930 年   65cm×5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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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el et sa console de forme 

mouvementée en placage de loupe 

de thuya et bronze ciselé doré. 

Cadran et mouvements signés 

"Auvière à Dunkerque ".Milieu du 

XVIIIème siècle

路 易 十 五 风 格 摆 钟 , 金 钟 柏 树 榴 贴 面 , 铜

鎏 金 , 表 盘 与 机 芯 带 签 注 “ Auvière à 

Dunkerque ”. 法国 (1730 —1760)

118.5cm x 45.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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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主要经营 19 世纪西方经典油画；每年定期参加各大城市艺术博览会；在沙龙定期举办各种艺术沙龙派对；于商业机构，银行，会所，

有关单位联合举办艺术品鉴赏活动销售；向拍卖行送拍西方经典油画；承接国内外古典艺术品展览。2015 年春天，Classic 简与全山石艺术中

心联合举办“法国 19 世纪风景画大展”，与广州东方文德集团合作创立“美好年代－唐顿客厅”欧洲艺术珍品巡展品牌；与房地产项目合作

开创“艺居臻品”项目，开启了欧洲艺术与高端地产项目的合作契机！ 2015 年底被上海自贸区政府选定为经营西方艺术及家居臻品的唯一合

作机构！入驻上海自贸区艺术中心。

国际艺术机构

让·巴普蒂斯特·卡米耶·柯罗
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

（1796.7—1875.2）

法国画家，虽然属于巴比仲画派，但居住在巴比仲村的时间并不长，他喜欢旅行，1826

一 1828 年首次到意大利留学。回国后，在枫丹白露、布列塔尼等地旅行，在巴比仲小住，

确立了他抒情风景画派的基本风格。其后，他 3 次赴意大利，画了许多优美的风景，他对光

和空气的描绘，常常被认为是印象主义画家的先驱者。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阳光的明亮，

他一反过去画家把暗部画得很暗的做法，而努力使暗部画得透明、鲜艳，从而使整个画面的

亮度大大提高。除了风景画之外，科罗还画过许多精采的人物画，像《戴珍珠项链的女人》、

《读书的间歇》、《钢琴旁的蓝衣妇人》、《骑马的地亚兹》等。他所画的人物自然生动，

作画时不拘泥于细节的刻划，而善于以概括的笔法速写一般捕捉对象在生活中的姿态，因此

别具一格。 让·巴普蒂斯特·卡米耶·柯罗 《冈多菲堡的舞者》 55cm x 39cm  布面油画

让·弗朗索瓦·米勒 
Jean-Francois Millet 

〔1814-1875 年〕

法国近代绘画史上最受人民爱戴的画家。他那纯朴亲切的艺术语言，尤

其被广大法国农民所喜爱。他出身于农民世家，幼年时便显露出绘画的天才，

受到老师的鼓励而立志学习绘画。

让·弗朗索瓦·米勒 《男士的肖像》 46cm x 37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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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库尔贝
Gustave Courbet

（1819 年 6 月 10 日—1877 年 12 月 31 日）

法国著名画家，现实主义画派的创始人。出生于法国

东部紧挨瑞士的杜省，1839 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849

年他回到家乡，创作了《碎石工》、《奥南的葬礼》等如

实反映生活的作品，成为现实主义艺术的领导人，他坚决

反对旧的传统观念和习俗，成为背叛传统画派的新一代艺

术家的领袖。他还创作了许多著名的风景画，并写作了散

文和政论文，呼吁民主和自由。1856 年访问德国，受到

热烈的欢迎。1877 年 12 月 31 日逝世。他的名言是：“我

不会画天使，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古斯塔夫·库尔贝 《山间岩石瀑布景观》 33cm x 41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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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陶艺后援会

十方艺术

99 度艺术中心

艺星艺术中心

传承艺术中心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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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Gallery

台湾画廊

朝代画廊

琢璞艺术中心

Amazing Art Alliance

观想艺术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阿波罗画廊

南京是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及民间往来的热点城市，台胞与台商

众多且拥有长久的文化艺术联结，在此背景下包括台北传承艺术中

心、琢璞艺术中心、朝代画廊、99 度艺术中心等近二十家台湾画廊

组团参加艺术南京，相信他们的到来一定会给艺术南京带来更多的

惊喜。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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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画廊创立于 1984 年，为台湾画廊协会资深会员，负责人曾多届担任理事及常务理事，积极推动台湾艺术产业与改善市场环境。 90 

年代开始代理两岸优秀中青辈艺术家，并于 2006 年开始经营台湾及亚洲当代艺术，2007 年与同业合组「台湾当代艺术连线」，旨在对于台湾

当代艺术家的加强推广，2009 年成立 "Young Art Taipei 台北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 " 至今，为共同创办人。

台湾画廊

林余庆＆魏杏谕

出生年份 1983 ＆ 1982

七年级前段班的林余庆与魏杏谕，从学生时期共同创作至今，这对艺术家的画作给人的第一印象十分深刻，

「缤纷、细腻、想像张力」皆是藏家及观众常给予的形容词。画作中充斥着大量自行创造的造型元素，运用细致

的纸上笔法和淡雅的渐层色彩，将各种不同的物件与角色扩充融合为一组完整且绮丽的幻想空间，又可能是一篇

有着时间连续性的故事。仿佛有着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平行宇宙般的能力，艺术家纯熟地运用着想像力编谱出一个

奇异的世界。

邱铚韦

出生年份 1980

「以男人的眼光来揣测女人的心理」一直是邱铚韦这近年来所关注的主题，如同森村泰昌 (Yasumasa Morimura) 的女性装扮一般，邱铚韦也

将自我比拟成女性，借以满足他对于异性的探究过程。然而与一般的肖像画不同，邱铚韦认为他画笔下的女孩可以说是每个人自我内在阴柔面的化身，

手持看似无害的武器防卫着自己，其实暗喻着人们或多或少对于外在环境的警觉与不安。邱铚韦非刻意的藉由卡漫及超现实的手法，想要挖掘出体内的「阴

性特质」，也试着想让观者感受到心中不为己知的一面。

周春芽

出生年份 1955

周春芽是重要且著名的中国当代表现主义画家之一 , 他

的作品结合了中国「文人画」的传统元素和西方新表现主义

艺术运动中的美学。 《剪羊毛》是周春芽川美时期的毕业作品 ,

并入选当时中国美术界最重要的「中国美展」并获奖 ,30 年

后创下个人最高交易记录。 《绿狗》是他典型的反自然色彩

运用技法 , 至今被认为是周春芽的代表系列 ; 其他无论是《山

石》、《花》、《红人》、《桃花》等系列作 , 皆为人津津乐道。

林餘慶＆魏杏諭 《人造星球 4 號》 110cm×80cm  综合媒材  2016 年

邱銍韋 《時尚女孩 0124》 60cm×60cm  油畫  2009 年

周春芽  《綠狗》  79cm×109cm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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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画廊成立于 1978 年，创办人张金星为艺术科班出身，喜爱艺术而投身此业。 1992 年当选台湾第一届画廊协会的理事长，结合画

廊业界，创办国内首次台北画廊博览会 ( 现为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对拓展艺术市场有正面的贡献。 2011 年底起，由获得维也纳应用美术

大学博士文凭的女儿张凯廸接任总经理之职位，共同推广对于本土艺术文化的重视；让前辈画家们在台湾美术史上获得应有的肯定。 提携年

轻有潜力的画家，为他们建立知名度，目前已有不少画家活跃于台湾以及海外。

Taiwan Gallery

曾仕猷

出生年份  1944

90 年代末的「物論 - 系列 1-16」曾仕猷以 Monochrom ( 單色 ) 來表達藝術的本質，

回歸到形體的基本結構及色調。曾仕猷說：「沉默的語言本身可以是一種語言。我不需要說出來。」

他的畫作如同一位不會說話的人，但是畫作本身卻已經表露無遺，他以行動替代言語毫無保留

地表達出當時的感覺，是沒有受限制的心境。2016 年初完成的「MONO+(plus) 隨心所欲 -

系列」，以灑脫豪邁的狂草書打底，即使經過油畫色彩的層層堆疊，書法字跡依然流暢的穿梭

於其中，它結合對比色彩，賦予畫面空間的實質感與表現力量。

胡文賢
出生年份  1955

畫家胡文賢從一些我們認為微

不足道的東西中發現它的美，把「靜」

物做動態的表現，捕捉剎那的一刻成

為永恆。胡文賢這樣描述自己：「我

喜歡從破舊廢墟裡尋找靈感，也許跟

我從小在一個破舊房子裡長大有關，

童年的回憶常會不知不覺的烙印在

畫布上，斑駁的紅磚牆、舊木板、古

老的雕刻，裡面出現若隱若現的人體，

對生命作另一詮釋」。

莫索爾如此的敘述胡文賢 :「有

著深厚素描基礎，而又通曉解剖學的

他，畫布上的人物、山水、果蔬、房舍，

無不微妙微肖，但又以變化的構圖讓

人產生似夢似真的感覺，達到了藝術

的效果。

陳淑華
個性隨和開朗，談及她鍾愛的

繪畫，總是笑容滿面的陳淑華，很樂

意與人分享自己的創作經驗。她提

到 :“天然漆是很有個性的，要看它

當天心情如何，是否願意配合…”。

氣候乾濕度的變化，對於漆的柔軟度

和可塑性有著直接的影響。此外，天

然漆汁黏稠、不易拖筆，乾透後不易

修改。西方人將漆畫稱為「永恆之畫」，

它比油畫歷史更悠久，作品本身也比

油畫更能保存長久。對於與”漆”的

相處之道，陳淑華體會到 : “只要彼

此了解，加上願意耐心等候，就很容

易相處。”畫家幸福的眼神中，散發

出自信心，這是一種對於創作嚴謹及

認真的態度。若沒有紮實的繪畫功力，

以及充分之耐心，恐難在此領域有所

突破。陳淑華則是此領域之佼佼者。

曾仕猷 《女舞者》 油彩畫布

陳淑華 《朝日芙蓉》 6 寸盘

胡文賢 《有石雞的靜物》 81cmx65cm  油彩畫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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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mazing Art Alliance）是由黎画廊、唐丰艺术中心与东门美术馆三家台湾资深画廊共同组合而成的艺术展览专业团队，其目的是

在为博览会藏家们提供多元且高质量的视觉艺术作品，AAA 秉持着推广优秀艺术家的态度，汲取三家不同层面的艺术经验与涵养，相互激荡

出丰富绚烂的艺术火花。

台湾画廊

骆志豪

喜欢水墨在纸本或者绢布上的一些变化，概念传达主要从这媒材作为引导，透过纸张和绢本它独有的特性，

彻底地抓住深浅不一的墨色並使之穿梭在这两种载体的纤维当中。就现在看到的作品内容是用草、魚、和水共行

互动，将人文寄托在绵密的毛状笔触，构成大部份的草地空间，借由重复性的动作，一点一点植入潜意识带出的

话语，表达的仅是一种状态，人群的状态，每一笔代表的都是一个人，靠着笔墨交叠的不只是画面技巧上的呈现，

每笔力道看似很相近，似乎隐约透露出这是我期望的平和同等状，不可违的是记录下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平等，所

以也造就心境上的起起伏伏，于是有了明暗和高低差，画面中出現一些坡状和球体套用光影的概念，水的元素强

调和谐、纯净的感觉，时常和鱼的形态复合在一起，说明内在是必须与其它物种交融、共鸣产生一个生命循环的

共同体。

杨明迭

1955 生于台湾台南

1998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艺术创作研究所毕业

邱仕福

邱仕福，男，台湾。1955 年生于苗栗县；1967 从事木雕——专精于龙、孔

雀、松鹤之雕刻；1988 年艺术木雕入选；1992 苗栗县立文化中心收藏展；1993

三义嘉年华会艺术木雕活动现场创作组长；1994 三义木雕博物馆开馆特展；1995

苗栗县美术家联展；1996 第五届裕隆艺文季佳作；1997 三义国际木雕艺术节现

场创作组长；1997 台湾省立大湖高级农工职业学校特聘指导艺师；1998 南投县

仁爱高农特聘指导艺师；1999 苗栗县三义乡木雕协会创会会长；1999 三义木雕

协会成立联展；1999 荣获中国北京“99 世界民族建筑国际会议传统木雕展一等

奖”；1999 北京中国文物学会会员；2000 桃园县文化局会员联展；2001 台中

市立文化局会员联展；2002 荣聘中国桂林炎黄书画艺术研究院雕刻教授；2003

中日韩木雕艺术交流联展；2003 苗栗县立木雕博物馆会员联展；2003 中国国民

党 [ 台湾之美 ] 海内外 109 艺术家世纪联展；2003 苗栗县立木雕博物馆个展；

2004“2003 年桂林·堤川中韩美术友好交流展”中荣获金奖；2004“促进和平

统一国际书画交流展赏”荣获金奖；作品并在中国桂林、比利时、加拿大、巴西、日本、

韩国等地巡回展出。

骆志豪 《大迁徙 1 号》 216cmx96cm  水墨综合媒材

楊明迭 《水痕水衣 1》 26cmx31cm  凹印版畫  2012 年 邱仕福  《樟木》  201cm×359cm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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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度艺术中心成立于 2003 年 7 月，经营团队秉持专业、诚信、务实稳健信念，建立画廊经纪秩序，并参考国内外美术史发展，发掘进入

历史主流的艺术家。

Taiwan Gallery

詹金水

出生年份 1953 年

詹金水由早期泛印象派的风格，到抽象山水、意境山水时期与空

灵玄秘时期，每一个时期都刻印出他力求突破的心路历程。詹金水的

创作风格一贯，但层层深入探索绘画的核心，光影与水气云烟变化，

使得画面隐含着大自然的生命力，与宇宙的律动。冰原流瀑的壮观美

景在他的作品呈现，最难得的是浑然天成，完全没有斧凿的痕迹，西

方画作的肌理、丰富饱满的色彩与东方人文生命的精神在詹金水的创

作里得到最佳演绎。

蔡政维

出生年份   1966 年

蔡政维老师 1990 年国立台湾艺专雕塑科毕业，1994 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艺术学院硕士毕业后

返国担任教职，积极参与公共艺术景观设计屡屡获奖，2007 年台湾灯会猪年主灯设计首奖、新竹县

审计室联合办公大楼公共艺术首奖、2005 清大科管院公共艺术首奖等。作品可分为「胖美学」、「残

破美学」、「精灵系列」、「狂草系列」及「实用艺术」等系列；秉持着「与其批评公共景观艺术环

境不佳，不如创造更好的环境」的精神，积极参与国内公共艺术设计。

蔡政维 《夜精灵》 30cm×34cm×62cm  铜雕

詹金水 《高原流瀑》 72.5cm×91cm  油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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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陶瓷的故乡，更是伟大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台湾陶艺后援会创立至今三十余年，旨在为陶艺家筹划一切展览、销售、宣传等事宜。为了使陶艺这门古老的艺术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

进而让更多的人了解陶艺、热爱陶艺并收藏陶艺。陶艺后援会秉承创会宗旨，把优秀作品积极推入国际市场，为陶艺界提供一个崭新的欣赏视角。

自 2007 年上海分馆成立以来，本馆已成为海峡两岸艺术家、各大美术学院师生、媒体与收藏家的交流园地。并成功举办过台湾陶艺家王

修功、陈佐导、林振龙、吕嘉靖、刘良佑、施惠吟、黄玉英、美国陶艺家 Rimas 和各大美院教授刘正、戴雨亨、赵强等人的陶艺作品，以及

台湾画家陈阳春、刘蓉莺、于台烟、眭澔平等人的画展。并在上海美术馆和中国美院美术馆为王修功举办过个展，以及参加每季北京保利与

嘉德的拍卖会，成为藏家定睛的传世之作。

台湾画廊

陈春阳

出生年份 1946 年

陈阳春作为世界级的水彩画家，先后在美国、东京、名古屋、菲律宾、香港、澳门、苏格兰、巴黎、泰国、马

来西亚、新加坡、韩国、韩国、土耳其、台湾、约旦、巴林、哥斯达黎加等地举行个人画展近一百一十余次，其作

品已被二十六个国家有关机构和人士收藏，曾任美国田纳西大学访问教授、美国田州诺城荣誉市民等，为中国的艺

术走向世界作出积极的贡献。

王修功

出生年份 1930 年

王修功早年作品曾应邀参加意大利、法国等国际陶艺展四次。中国大陆个展十几次，着

有《王修功陶瓷集》，艺评文章三十余篇发表于《文星》、《中国时报》、《雄狮美术》、《艺

术家》等刊物，曾参加香港、景德镇等地国际性陶研会，并发表论文多篇。应邀参加北美馆

等艺术研讨会多次。2015 年获得了台北市陶艺终生成就奖。

林振龙

出生年份 1955 年

字二谷，1955 年出生于台湾，1973 年进入王修功主持的汉唐陶艺厂习陶，

1978 年拜台湾陶艺之父林葆家教授为师，从工厂的实务经验及老师的学理分析相

互参证学习，奠定良好的造型、配釉和烧窑的基础。1979 年于土城成立瓷扬窑工

作室，与艺术家合作推动名家彩瓷。1990 年加入提倡现代艺术创作的团体「二号

公寓」。目前从事专业陶艺创作。参加中国大陆个展数次以及国内外联展数次。

陈春阳 《台北老街》 58cm×45cm

王修功 《多彩釉大盘》 63cm×63cm林振龙 《陶跡瓷韻方壺》 15.5cm×7.5cm×10cm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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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艺术中心成立于 1990 年，二十五年来坚持走专业经纪路线，致力于推广中国中青辈之现代水墨创作为一贯的经营理念与方向，近年

来更积极拓展台湾、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各地的艺术家，奋力于代理亚洲各地年轻当代艺术家，在众多的画廊里独树一格，让许多参

观者印象深刻。

Taiwan Gallery

邓先仙

邓先仙，1980 年生于南京。 1995 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附中，

1999 年保送入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专业，2003 年考取中国美术

学院国画系研究生，2006  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国画

系讲师、2007 年考取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博士。 出版有《中国美术学

院中国画系专刊—邓先仙》《女朋友—邓先仙新工笔画》。 作品曾在中

国嘉德、广东嘉德、北京诚轩、北京保利、北京匡时、荣宝斋 ( 上海 )

等拍卖公司

叶帆

每天在洁白的宣纸上，用柔软的毛笔和清淡的墨进入我的一片又一

片的城池。 对于我来说画画就是一种记录方式。 在每根线条的勾画之间，

在水和墨层层渲染之间，记录了那些流逝的光阴，变幻的心情，还有那

些承载着梦想、失望、欢乐、忧伤的空间。

韩黎坤

韩黎坤，1938 年生于江苏·苏州。 1956

年入浙江美院附中，1963 年浙江美院 ( 今中国

美术学院 ) 版画系毕业，毕业后从事普及美术工

作十余年。 1978 年考入浙江美院版画系研究生

班，1980 年毕业，并留校任教。 曾任中国美术

学院版画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美院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学

院版画系博士生导师，中国美院督导组组长，中

国版画家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版画家协会副会长。 

为表彰其重要贡献，于 1993 年获国务院突出贡

献知识分子政府特殊津贴，并获全国版协颁发的

【鲁迅版画奖】。 出版有《韩黎坤画人体》、《人

体百姿》、《韩黎坤作品集—石头人语》、《韩

黎坤、吴宪生素描人体》、《韩黎坤教授速写专集》、

《韩黎坤画集》、《韩黎坤 1985-2005》等。 

作品曾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美

术馆、广州美术馆、美国东亚艺术博物馆、波特

兰美术馆、英国木版画基金会、大英博物馆等多

次收藏，作品《石》系列，更被韩国亚洲美术馆

作专题收藏。

张铨

张铨，1964 年生于苏州，1982 年毕业于苏州工

艺美校并留校任教。 1988 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中国

画系花鸟专业。 1992 年毕业后入苏州国画院任职，

2004 年重回母校，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

协会员。 出版有《现代花鸟新主张─张铨作品集》、《当

代院体画 ( 四 ) ─张铨． 郑力》、《张铨新院体花鸟画

艺术》、《中国工笔院体花鸟画集》、《中国当代实力

派画家·张铨》、《大器丛书─张铨画磁》、《中国实

力派画家精品集·张铨》、《张铨· 工笔花鸟画作品选》

等。 作品曾在中国嘉德、广东嘉德、北京华辰、北京保利、

北京诚轩、北京嘉宝、上海保利、西冷印社等拍卖公司

拍卖。

韩黎坤 《出行》 60cm×56.5cm邓先仙 《車厘仔》 61cm×39.2cm

叶帆 《路途·2 》 55cm×60cm 张铨 《欣欣生意》 65cm×13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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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二字重叠起來就是一亩「田」象征着孕育出灵感的养分，也是解释东方哲学里种什么瓜得什么果的因果关系，而英文取名为 

OVO 则意指拉丁文的字根「ab ovo」为开始，「The Origin」的意思，方形加上圆形更是呼应文人思想里天元地方的宇宙观。我们自许能成

为一个能提供艺术家、收藏家及所有观者一个悠游于艺术世界的一天地。 十方艺术空间重视与亚洲各区艺术家对话、合作，展出创作媒材包

含绘画、雕塑、装置跟录影新媒体艺术。

台湾画廊

于艾君

出生于 1971 年， 1997/2004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 / 油画系。 

现工作、生活于沈阳。

蓼萧

出生于 1981 年 , 中国黑龙江， 现工作居住北京 ，200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 

柯伟国

出生于 1976 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 

蓼萧 《天使与魔鬼聆听系列》 100cmx150cm  油画  2014 年

柯伟国 《听木系列·无碍》 45cm×38cm  水墨绢本  2015 年

于艾君 《畫得蹩腳的車模兒》 153.5cm x 118.5cm  紙上油墨、炭、蠟、馬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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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星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专业代理意大利国宝级艺术水晶玻璃长达二十年之久，参与策划八届「新竹市国际玻璃艺术节双

年展」“国际馆”与“主题馆”的展览，秉持着推广当代玻璃艺术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精神，引进世界著名玻璃艺术家的艺术雕塑与装置作品，

让民众有机会在国内欣赏最先进与最经典的玻璃艺术，并致力于提升生活空间之美学品味，拥有良好口碑。 艺星艺术中心近 10 年来致力推广

当代艺术，提供台湾学院派与新生代艺术家一个最好的展示场所及艺术交流平台，尽全力給予台湾艺术家最高支持。秉持此理念，艺星举办过「台

湾可乐」梅丁衍个展；「燃烧‧绽放」陈幸婉、钟俊雄、洛贞、卢怡仲、白丰中五人联展；「寄遇 溯源」陈圣颂、刘永仁、耿晧刚、郭弘坤、

徐扬聪五人联展；「八 O 纽约．一 O 台湾」Part 1：徐洵蔚、梅丁衍、张正仁、张美陵联展及 Part2：李俊贤、许自贵、陈文祥、陈张莉、谢

鸿均联展等超过 30 档展览。 除了提供资深艺术家展演空间，艺星也积极培养具有潜质、创新、实验性与独特性的艺术创作者，让拥有艺术天

賦的他们，获得心灵思想的抒发，实现梦想的蓝图，开拓未来创作、参与社会对话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环境。

Taiwan Gallery

迪諾·羅辛

1948 年出生於義大利的威尼斯，12 歲即展開學習水晶雕塑藝

術生涯，與其兄勞瑞丹諾共同從事創作近 20 年。1991 年其兄勞瑞

丹諾因船難身故，迪諾繼續發揚光大，並自創嶄新風格，正式躍昇

大師級藝術水晶雕塑家，成為羅辛家族混彩水晶 ( Calcedonio ) 

創作的接班人。

近 500 年來，混彩水晶的神秘特質一直為世人著迷，迪諾的作

品也成為世界各知名博物館中珍貴的藝術典藏。製造混彩水晶的神

秘處方在十五世紀曾失傳了近 500 年，一直到西元 1977 年水晶

玻璃雕塑大師勞瑞丹諾·羅辛（Loredano Rosin）和其弟迪諾

（Dino Rosin）再度研發製造出神奇的混彩水晶。

皇·雷普耶

1932 年出生，西班牙知名的畫家。年輕時曾於巴黎住

過，之後回西班牙與長期定居與此。他創作中有著夢幻與諷

刺性的特質包含其中，他喜愛簡單樸實的人體線條與豐富的

民俗美學之風格。他常以兒童的眼光冷眼觀察這個世界，天

真無邪的畫風透過義大利玻璃大師的巧妙詮釋，以水晶玻璃

雕塑成型，十分生動逗趣，每件畫作只製作 6 件雕塑，因

為以純手工拉塑，每件作品均會產生差異性，成就獨一無二

的典藏品。雷普耶的作品中包含了畢卡索、馬諦斯、夏卡爾

等人的神采，再加上作者本人獨特不群的眼光與手法，這些

作品流露出了相當豐富多變的線條，對比強烈驚人，而造型

卻又極其天真自然；每一件雕塑作品，都以水晶玻璃，材質

透明清澈與晶亮的特質，展現了藝術家本人對於宇宙人生的

態度。不論是張著一對對會說話的眼睛，或是擺出各式引人

停駐的姿態，他們都擁有種種非凡的表情，或純稚或詼諧，

在在呈現出精緻而前衛的語言，表現了藝術家對人世的飽滿

詮釋。

李沃源

出生于 1957 年， 9 岁始习中国画，大学时代则专研油画、素描

和速写，30岁后特别强化于水、墨的运用。师事 台湾水墨画大师李奇茂、

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倪文东老师。

迪諾·羅辛  《孕育之喜》 23cm×20cm×70cm  拉塑玻璃  2013 年 皇·雷普耶 《莫妮卡》 50cm×45cm×16cm  拉塑玻璃 李沃源 《静坐》 55cm×56cm  瓷板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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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璞于 1987 年成立，初期主要经营珠宝古董之买卖，于 1992 年扩大营业成立画廊、印石等部门，并改名为琢璞艺术中心。 在南台湾的

私人展览空间中，琢璞可算是颇具规模的，这也给予了喜爱艺术的同好们一个交流艺术文化的场所。 最近几年由于当代艺术的蓬勃，我们也

积极参与这个环境，推介一些精质的艺术家及其作品给群众。 我们本着对艺术的真诚，深信好的艺术品禁得起时间的考验；艺术品自身的光

与热，会透过作品本身向观者说话，而经由这样的互动中，它会让收藏家找到能触动他内心的好作品。

台湾画廊

南方

南方，1976 年生于河北省邯郸市，1999 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并留校任教，现任河北省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副秘书长 

《七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艺术的后援》等多部合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湖北省艺术馆、河北美术馆、法国、德国、港台地区和国内机构私人收藏。主要学术著述：《幸福著生長·南方油画集》《中国当代艺术家·当

下思考·南方卷》《幸福著生长·南方》《进步的矛盾·南方作品集》《自由的純度·南方油画集》《南·瓷》《文武双全·南方作品集》《若只如初·南方彩墨作品集》。

南方 《香满衣》 68cm×45cm  纸本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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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想艺术公司

观，就是观赏；想，就是心向往之。 

董事长徐政夫认为：当你喜爱一件好的艺术作品或文物时，必定会经由观赏、心想而喜爱。

成立于 1993 年的「观想艺术公司」，一直以「收藏家的朋友，投资者的顾问」自居，致力于提升收藏文化，引介重要文物艺术为职责；

因此经常举办文物考察学习活动，参访国内外著名博物馆、画廊、博览会、古董商。

公司的顾客群以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家及拍卖公司为主。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鸿禧美术馆、台中科学博物馆、

宜兰传统艺术中心、中台禅寺博物馆、灵鹫山宗教博物馆、北京保利博物馆、新加坡东方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香港徐展堂西藏博物馆等，

都有观想的古董文物收藏。

Taiwan Gallery

苗景昌 《四季 + 春夏秋冬》四聯  50cm×150cm×4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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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世纪翰墨

CHINA

凯撒·贝塞什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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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The Chinese Art Gallery

中国画廊中坚力量

亦安画廊

NUOART

艺·凯旋艺术空间

CHINA

CHINA

CHINA

本届艺术南京邀请了十几位曾参与构建中国画廊业版图的画廊主，他们也带着藏品和新发掘的

艺术家亮相艺术南京，一睹画廊“老炮儿”们的眼光和策略，一展中国画廊业最基石的力量。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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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新生代艺术机构之一，NUOART 画廊位于北京 798 艺术区中心地段；空间总面积 600 平方米，展厅面积 300 平方米；

是一家集融商业运作、学术研讨、国际交流为一体的专业艺术画廊。基于中国艺术市场的长远考量和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现状，NUOART 秉

承文化脉络，坚持独立思考和人文精神，着眼于发掘植根于中国大美术脉络，兼具原创和实验精神的艺术家，致力于为新兴藏家群体打造高

质量的艺术品收藏平台。2010 年始，NUOART 相继推出《王亚彬》同名新书发布展，《留影阁》王亚彬伦敦个展，《一棵松—郭工个展》，

《橄榄－蔡泽滨个展》，《过陇山侧－段正渠个展》，《自然—尚扬，谭平，王光乐，梁绍基，杨心广群展》，《单调—郭工，董大为，丁乙，

计洲，卲译农＋慕辰，马树青群展》，《万物长—刘炜，王劼音，王亚彬，周春芽群展》等展览，并连续参加了香港巴塞尔，艺术登陆新加坡，

艺术台北，艺术北京，等国内外重要艺术博览会，活跃于艺术现场最前沿，见证并参与中国当代艺术的蜕变时刻。

谢正莉

1982   生于重庆，现工作生活于成都。 

2005   毕业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油画系，被授予油画学士学位。

2008   毕业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院油画系 , 被授予油画硕士学位。

周范

1983  出生于山西太原

2006  毕业于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画廊中坚力量

周范 《写给海葵的信》 150cm×150cm  限量版版画  2013-2014 年 谢正莉 《暗吐之息》 80cm×80cm  布面油画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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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The Chinese Art Gallery

王亚彬

1974 出生于河南新乡

现居河南郑州

个展

2015 客从远方来，aye 画廊，北京，中国

2014  忘忧路—王亚彬个展，亦安画廊，北京，中国

2013  留影阁，NUOART/Asia House，伦敦，英国

            留影阁，aye 画廊，北京，中国

2012  我就是风光，Zhong 画廊，柏林，德国

2011  意外的芬芳，恒庐美术馆，杭州，中国

2010  大象座，东站画廊，北京，中国

王亚彬 《须弥山》 60cm×73cm  布面油画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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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汉风美林文化艺术公司前身为世纪翰墨画廊，世纪翰墨画廊为北京资深画廊，是国内代表性画廊之一。以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为

己任，曾策划、推出许多重要当代艺术展览活动，以及众多优秀青年艺术家，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世纪翰墨画廊曾成功推出徐冰“文

化动物”展；赵半狄“月光号”展等一系列实验艺术展；以及“新锐的目光——生于七十年代青年艺术家绘画展”，“新学院主义”展、“绘

画的力量”展，中国油画新新力量系列展，年轻一代油画作品展等，在中国当代油画艺坛产生广泛影响，成为中国当代油画艺术的活动中心之一。

对新艺术家的持续关注与推广是世纪翰墨画廊的鲜明特色，尤其是对 70、80 年代前后出生的青年艺术家推介。世纪翰墨画廊也是国内最早采

取艺术家代理机制的画廊，按国际惯例操作，成功的推出了夏俊娜、季大纯、尹朝阳、彭斯等著名青年油画家，被业界誉为“青年艺术家的

梦工厂”。

从 2012 年起开始分品牌经营，推出汉风美林以经营青年艺术家为主，世纪翰墨以经典艺术为主营。

并以汉风美林为品牌开始尝试营销国际艺术大师，国内外艺术延伸品品牌及文化艺术的资源整合和跨界合作，为中国文化艺术的推广与

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世纪翰墨画廊

董鹤

1982 生于辽宁辽阳

2009 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油画系

现居北京

个展

2015 冷记忆：董鹤，玉兰堂，北京

2014 一夸克到一光年，红鼎艺术空间，北京

2013 你只剩下画笔，hi 小店，北京

2010 董鹤 - 为苏菲玛索准备的个展，世纪翰墨画廊，北京

群展

2016 

10 周年系列展《尖先生与卡小姐 . 项目 A》，宋庄美术馆，北京

情人们恨透了情人节，万和昊美艺术酒店，上海

2015 Internationalartists Christmas

Exhibition，柏林狮子行宫，柏林，德国

第十二届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

ART021 博览会，上海展览馆，上海

艺术北京博览会，农业展览馆，北京

逃之夭夭，艺术仓库，北京

观看与言说，香港当代美术馆，广州

2014 艺术北京博览会，农业展览馆，北京

锐 10：中国新锐绘画奖十周年邀请展，Hi 艺术中心，北京

剪刀 & 石头 & 布：黑桥·环铁·宋庄·青年艺术家联展，宋庄美术馆，北京

已知开始，悦文空间，北京

场域，LOFTOOO 空间，上海

2013 艺术北京博览会，农业展览馆，北京

ART021 博览会，上海

层叠冰绡：八位青年艺术家联展，对画空间画廊，北京

致青春返观与重构：中国当代青年艺术家作品展，马奈草地美术馆，北京

喧哗或低语，北京空间画廊，北京

董鹤 《伊甸》 200cm×150cm  布面综合材料  2015 年

董鹤 《不听话的火山》 120cm×80cm  布面丙烯  2015 年

中国画廊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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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伟衡

1973 年   生于广东

毕业于汕头大学，修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生活工作于北京。

艺术活动：

2015

艺术北京博览会   全国农业展览馆   北京

2014

“菁—中国新经典画会品鉴展”  中国嘉德  北京

“向经典致敬：青年艺术家邀请展”暨自由之域—自闭症儿童微画展

马奈草地美术馆   北京

“境遇”中国新经典画会 2014 年展  中国美术馆   北京

艺术北京博览会   全国农业展览馆   北京

2013

“晚生代具象绘画”中国新经典画会 2013 年展  北京     

新经典画会 2013 年度展    成都

2012

停留在各自空间里的秘密     北京

和而不同——当代青年油画展”暨“自由之城—自闭症儿童微画展”  北京

I CAN PAY 艺术节   北京

艺术北京博览会   全国农业展览馆   北京

2011

Wow, Animal 我，爱你吗？   北京

经典的魅力：青年油画家邀请展      北京

艺术北京 2011 经典艺术博览会   北京

2010

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   北京

表情——中国当代写实新浪潮    台北

"13 日 "——彭伟衡作品展 世纪翰墨画廊   北京

彭伟衡 《云山图－ 2》 150cm×80cm  布面油彩  2016 年

彭伟衡 《广场计划》 225cm×145cm  布面油彩  2011 年

彭伟衡 《颐和园的三块石头》 180cm×150cm  布面油彩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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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安画廊于 2000 年在上海成立，2008 年搬至北京 798 艺术园区，2014 年 4 月亦安画廊的新空间于台北大安区开幕。一直以来画廊始终

致力挖掘和推广中国当代优秀艺术品，定期举办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展览；并从艺术史角度整理和收藏中国 21 世纪重要艺术作品，如当代水墨，

油画，摄影，雕塑等。同时向本土藏家和艺术爱好者推荐东西方现当代艺术。多年来画廊积累了丰富的艺术投资和收藏经验，提供给专业机

构以专业，优秀的服务。

秦宣夫

（1906-1998）著名画家、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广西桂林人。192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1930 年考入法国高等美术学校，进入吕西安·西

蒙教授工作室学习油画。同时在巴黎大学艺术考古研究所及鲁佛学校，学习西方美术史。1934 年肄业回国，先后担任过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南京师范大学美

术系主任，全国美术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副主席。1963 年应邀担任《辞海》编委会编委，具体负责编写修改有关外国美术的词目。

代表作品有《庆祝国庆》、《春雨》等，油画《母教》1942 年获第三次全国美展二等奖。

秦宣夫

《杭州岳王庙》 

纸本油画 

尺寸：58cm×78cm 

创作年代：1968 年作 

签名：宣夫 68 

中国画廊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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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The Chinese Art Gallery

颜文樑

《雪霁夕照》 

布面油画     

尺寸：34cm×44cm 

胡善余

《富春江之春》

布面油画

尺寸：46cm×60cm 

创作年代 ：1987 年作 

展览出版：

《中国第一代留法艺术家 胡善余 1909-1993》 P118 

传承艺术中心 /1998 年版 

签名：一九八七年八月

颜文樑
（1893 年 7 月 2 日－ 1988 年 5 月 1 日），生于

江苏苏州，中国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1911 年入商务

印书馆画图室学习西画，1922 年与胡粹中、朱士杰创办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28 年入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

学校，1932 年回国，主持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学，

1953 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术学

院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出版有《颜文樑画集》、

《油画小辑》、《欧游小品》及水彩画集《苏杭风景》等，

著有《美术用透视学》、《色彩琐谈》等。

胡善余

(1909-1993)，广东开平人。胡先生从艺六十余年。辛勤耕耘，孜孜不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长年来，先生潜心研究西欧油画艺术的优秀传统，并着意于以民族的审美观和兼有东方特色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多姿多彩的生活。

他的艺术语言生动简洁，色彩丰富明快，意境隽永典雅，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他高深的艺术造诣，受到中外艺术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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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廊中坚力量

张见

1972 年 生于上海。

1995 年 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获学士学位

1999 年 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获硕士学位

2008 年 获得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工笔人物画创作与研究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副院长

郑庆余

1976 年  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

2002 年  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2008 年  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中国人物画创作与理论方向博士学位。现

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主要从事中国人物绘画的创作研究。

凯撒贝塞什（亚洲）艺术中心于 2010 年在北京成立，是凯撒世嘉文化传播集团旗下一家中法合资艺术机构。中心集展览、市场推广、艺

术策划、收藏、出版于一体，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中外文化艺术事业的交流与合作，持续不断地探索并实践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新模式。

 成立至今，凯撒贝塞什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博览会并成功组织多项大型展览活动，代理艺术家及其作品数次受到国内外政府及艺术机构

的展览邀请。“他者之维”意大利艺术展、“概念超越——2012 新工笔文献展”等艺术项目在艺术圈享有盛誉。中心践行“艺术”“学术”“国

际”的价值维度，关注、研究、探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状态与成果，积极参与当代艺术的建构，在国际当代艺术领域逐步发挥重要作用。

张见 《袭人的秘密》（丝网版） 71cmx51cm  2013 年 郑庆余 《打错的电话》 61cmx35cm  纸本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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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原名陈琳）

安徽合肥人。2006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获博士学位。现任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

导师、院长。先后在美国西雅图《世界日报》画廊、

美国西雅图 Linda Hodges 画廊、加拿大多伦多

日本文化中心、博雅斋、华艺廊等国内外多地举办

个展，有《唯美新势力·陈林工笔花鸟画精品集》、

《新工笔文献丛书·陈林卷》、《别求新声·陈林

工笔画作品》，《中国当代名家精选·陈林作品集》

等作品集行世。

杭春晖

1976 年 , 出生于安徽当涂。

2005 年 ,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2011 年 , 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博士学位。

现居北京。

杭春晖 《子夜》 84cmx40cm  纸本水墨  2011 年

陈林 《游记·车上之舞》 50cmx70cm  纸本水墨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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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凯旋艺术空间 2007 年在 798 艺术区创立，作为亚洲私人收藏和公共收藏重要的顾问机构，艺·凯旋为藏家和收藏机构提供切实可靠

的名家杰作来源和鉴定机制，与泛亚地区的众多藏家建立了良好关系。在画廊的学术框架下，艺·凯旋通过策划不同形势的展览和艺术项目，

进一步梳理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发展的内在脉络，并根据美术史的传承和发展方向还独家经纪代理了贾涤非、蔡锦、杨黎明、何杰、张

凯等知名中青代艺术家。艺·凯旋对当下艺术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引导当代艺术潮流的走向，使艺·凯旋在激烈的艺术市场竞争中始终保

持竞争力，实现画廊快速、平稳发展，为中国艺术市场的规范化和健康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凯 《天使报喜》 80cmx80cm  布面油画  2015 年

中国画廊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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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曦 《展翅》 50cm×60cm  布面油画  2013 年

The Power Of The Chinese Art Gallery



68

06CHINA

58 艺术网艺术家展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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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策展

“流光里”青年艺术家展

HI21 新锐艺术市集

CHINA

CHINA

Theme Exhibition
本次“艺术南京”主题展由“流光里”青年艺术家展、HI21

新锐艺术市集、58 艺术网艺术家展等几个版块构成，加热艺博会

活力的同时实现艺术品的魅力交易。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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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展览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春末夏初的江南，钟山的一角，老街道的绿荫。百家

湖的落晖，就足以赏心悦目，艺术则是人造的风景，它引导

我们经历绚烂、平淡、张扬、晦暗各种情绪、各种场景，就

如同在江南里弄里发生的一段诗意的故事，又是时代变迁中

的一个个侧面。

参加展览的艺术家曾健勇、刘琦、马骏、涂少辉、李关

关、党震、潘汶汛、黄丹、范琛、李百鸣、丁国涛、张天幕、

杨世奎、姚昊、朱小坤、岳小飞、李戈晔、李明、郝世明、

杭春晖、李军、林于思、祝铮鸣、张见都是中青年艺术家中

的佼佼者。与南京这座城市一样，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在厚重

的传统和流变的时尚中显现出不同层面的趣味。

党震、范琛、张见等艺术家学院功底深厚，作品中对传

统图示、水墨技法的运用娴熟巧妙，以自然之物象抒人文之

气质；刘琦、黄丹、李戈晔在造型的趣味上大做文章，生动

之余洋溢着创作者对生活的热爱；马骏、潘汶汛、祝铮鸣汲

取传统人物画中之“气”，以古为徒，别有韵味；曾健勇、

张天幕、李军、李关关以现代人与动物的关系为出发点，或

具象写实，或浪漫想象，以多种方式表达对生命的尊重；杭

春晖、涂少辉、郝世明以当代艺术的创作思路与传统水墨技

法相结合，作品在形式之外引申出对哲学、生命的思考；林

于思、丁国涛、杨世奎的作品中透露出对自然的崇敬，想象

的空间和体验性的感受在他们的作品中被概括成一种形式；

李明、朱小坤、岳小飞、姚昊则以多种样式的创作让我们看

到人物画的发展在今天开放时代中的多种可能。

正如“流光”所喻，水面反射阳光起伏闪烁。艺术家的

创作观念、个人情趣、表现形式可谓异象纷呈，有自己的面

貌和追求，可谓樱桃、芭蕉各有擅长，各有爱好。流光幻影

中，艺术家也在不断的改变，也在经历时代、文化、市场、

经济大势的影响和冲击，如何能在快速的迭代中坚持初心？

如何在滚滚红尘中能被人记忆和关照？只有那些具有触动人

心的动能的艺术品，那些能够不断掘进、不断开拓的艺术家

才能穿越流光，在人们的注目中得到永驻。

流光里
艺：本次“艺术南京”艺博会您策展的主题是什么，怎么理解？

朱：主题是“流光里”，引申自蒋捷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流光”所喻，水面反射阳光起伏闪烁。这批艺术家的创作观念、个人情趣、表现

形式各有不同，都有自己独立的面貌和追求。流光幻影中，艺术家也在不断地改变，

也在经历时代、文化、市场、经济大势的影响和冲击，如何能在快速的迭代中坚

持初心？如何能被人记住和关照？只有那些具有触动人心的艺术品，那些能够不

断掘进、不断开拓的艺术家才能穿越流光，在人们的注目中得到永驻。

艺：具体的内容我们看到分“新工笔”、“新水墨”两大块，对于一般

观众来说，这两个概念还并不是太清晰，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下？

朱：新水墨是市场推动的一个版块概念，并没有一个“旧水墨”与之相对应，

以新旧来划分的出发点其实是有问题的，这在学理上并不明确成立。新水墨更多

的指向是以 70 后的一批艺术家为代表的水墨创作，他们不是一种“风格样式”，

更多的可以理解为一种“创作状态”。

艺：从收藏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新水墨和新工笔的最大的收藏点在哪？ 

朱：以“水墨”为材料的边界来进行收藏推荐其实是有局限性的，这个版块

的价值在于和我们传统的中国画一脉相承，既有传统中国画的材料使用、形式技法，

同时又具有当代艺术的某些特征，这可能是新水墨这个版块会引起传统中国画藏

家和当代艺术收藏家都感兴趣的两个原因。

艺：您曾经在《新水墨市场的十个问题》里认为近三年来，新水墨的市

场繁荣是虚假的。那么今年新水墨市场的情况如何，画家、藏家、机构各方

有哪些变化？

朱：在市场趋冷的情态下，画家有了充分的时间把作品画得更好，赶“定制”

的人少了；藏家和炒家的区分更加明显，炒家着急出货，这也可以判断市场对于

这个版块的信心，显现市场真正的定价权；我看到专业的水墨机构开始更认真的

做展览，注重品质，在市场不好的情形下，建设机构品牌和展览影响力。

艺：您有没有看好哪些具有市场潜力的新艺术家，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朱：李百鸣、丁国涛、杨世奎、姚昊、朱小坤、岳小飞等一批更年轻的艺术

家也参加了这个项目，他们有扎实的基本功，相对清晰的个人面貌，其作品也是

非常亲民的价格，值得推荐。（责任编辑 / 潘沛）

对话朱小钧
——“流光里”青年艺术家主题展

艺术品投资 × 朱小钧

“流光里”主题展策展人  朱小钧

文｜朱小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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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Exhibition

范琛 《空山放歌自家听》 35cmx69cm  纸本设色  2014 年 黄丹 《猫石图》 137.5cmx68.5cm  纸本设色 李戈晔 《迷恋》 215cmx76cm  宣纸彩墨   2013 年 

李关关 《 二分之一 觅》 100cmx100cm  绢本  2015 年 刘琦 《马可波罗之一》 136cmx68cm  纸本设色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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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展览

魏志成 《那喀索斯的凝视》 80cm×100cm  布面油画  2015 年

刘舒頔 《彩虹》 50cm×60cm  布面油画  2016 年

王亚龙 《代表月亮》 50cm×50cm  布面油画   2015 年

王竹《卵垒石》 60cm×60cm  木板纸浆基底水墨  2015 年

HI21 新锐艺术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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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Exhibition

刘梦醒 《苦口良药》 80cm×80cm  布面丙烯报纸拼贴  2016 年 谢雷铭 《旧皮箱》 50cm×70cm  布面油画  2015 年

郭柯君 《合影》 50cm×60cm  纸本设色  2016 年

王志 《蓝色的山》 54cm×76cm  纸本水彩  2016 年 程诚一 《昆虫记》 90cm×75cm  布面丙烯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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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展览

58 艺术网艺术家展

国内唯一 一家艺术电子服务平台，

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免费的展览展示机会，

提供出版、销售等服务为青年艺术家免费建立个人及交易系统进而形成一个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社群。

帮助艺术家寻找机会，协助藏家和机构发现优秀艺术家。

年轻就是主题
——58 艺术网访谈

艺术品投资 × 罗忠学

艺：58 艺术作为国内首家艺术品电子服务商对参与“艺术南京”艺博会有主题策划吗？如果有这个主题会如何确定？

罗：其实没有什么主题，因为毕竟艺术家参加的是一个艺术博览会，只是艺术南京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力图材质多样，风格多

样，表现形式多样，所以没有确定什么主题，否则的话就把这次艺术博览会变成一个联展了。不过，我们这次所征集的艺术家，都有

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年轻人。你也可以认为：年轻就是这次的主题。

艺：在 58 艺术网上看到来参加“艺术南京”艺博会的征集信息，就网站显示的数据来看目前有 118 位艺术家，共 1766 件作

品报名参加，以报名条件来言，只要是 58 艺术网的入驻艺术家均可报名，但是艺术南京只提供 20 个展位，一个展位最多三位艺术家，

这么大量的报名人数和作品会如何来选，标准又为何？

罗：我们为艺术南京组织的参展艺术家的征集工作，整个报名周期是两周，目前仅仅过了一周，报名数字每天都会有变化，你刚

才说的报名人数已经是昨天的数据了。我们的报名条件，比你说的还要宽泛，就是只要是艺术家都可以报名，58 艺术网只是工具，

你不入驻怎么报名呢？这次报名因为需要艺术家承担作品的运输费用——其实每个展览的运输费用都是艺术家自行承担的，只是别的

展览大多是短途，费用不高——而且要求每个艺术家的参展作品在 10 张左右，所以报名人数还是少了很多。除了报名软件之外，我

们还有评选软件，完全可以实现北京、南京两地评委同时网上评选，报名人数越多，我们和艺术南京组委会挑选的余地就会越大。

艺：这次的艺博会是在南京举办的，最后遴选出来参展的艺术家对地域性上有没有考量，来参观的观众和选购人群应该还是以南

京地区为主，南京地区的艺术品购藏相对还是比较传统化的，配合“艺术南京”的主题，这部分有没有侧重点？

罗：没有侧重点，但我们会在传统和当代、水墨和油画之间做好分配比例。南京作为六朝古都，有着深厚的传统底蕴，传统的和

水墨的艺术品也许会得到市场的青睐。但是你别忘了，南京还是全国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城市，所以也可以说南京是一个充满朝气的青

年都市。年轻就是未来嘛！艺术虽然有市场，但逐利绝对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除了希望能得到南京的收藏市场认可外，我们也希望

罗忠学（58 艺术网创始人）



75

Theme Exhibition

吴冠儒

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

工作室，获学士学位，至今工作生活于北京

邢鹏

邢鹏，1988 年 3 月出生于天津，2010

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新古典写实工作

室。现居住创作于北京宋庄。

赵修

赵修，原名赵修志， 1980 年生于山东齐

河，2003—2007 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国

画系。2014 年入选国家文化部 CYAP 青年

艺术家推广计划。

吴冠儒 《天空》 25cm×30cm  综合材料  2015 年

邢鹏 《山外山 no.1》 100cm×80cm  布面油画  2014 年

赵修 《游园清梦系列》 140cm×36cm  纸本托片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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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南京推广年轻艺术家的、具有当代精神的油画作品。这才能和南京作为古都与年轻都市的身份背景相匹配。因为报名还没有结束，

所以具体的分配比例我们还没有制定，我想在报名工作结束之后，按照报名的情况进行一些合理分配。

艺：互联网时代，作为先行的艺术品电子服务商 58 艺术网通过几年的探索和运营对艺术品电子服务未来的前景展望如何？

罗：其实我们也没有几年的历史，我们成立至今虽然三年多了，但是前面两年半的时间都是  在摸索，2015 年 9 月份，我们舍弃

了之前两年半所有的努力和汗水，做了现在的艺术品电子服务网的状态。“艺术电子服务商”是我们率先提出的概念，实际上也没有

什么新鲜的，只是给艺术家的展览等工作上运用到了互联网技术。这个应用其实是广泛的，比如以前的拍卖服务是在线下的，现在利

用了互联网，其实也是一种“电子服务”。互联网的发展现在日新月异，带给人们的改变也是非常大的。至于它的前景，我现在没法

预测，因为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走得路是否正确。但是既然我选择了，就得一直走下去。我们处身在“文化创

意产业”中，很多人干的却是“文化剽窃产业”的事儿，我们很多自行研发的项目也多次被别人剽窃，相信不久，“艺术电子服务商”

或者差不多的概念可能也会满大街都是，我倒是希望能有这么一天，至少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

艺：线上展览和线上拍卖如何获得与线下活动的同等体验，尤其是架上艺术品，艺术品并不等同于一般的商品，如何保证欣赏者、

藏家对艺术品的直面性？

罗：艺术品有它的独特性，作品的“唯一性”是艺术品最大的上线难点，因为缺乏样品比对。尺寸、色差甚至灯光及展览环境，

都会对我们对一件艺术品的认知产生影响。所以我们 无法保证观众能取得与线下展览完全一样的视觉体验。当然，如果这能做到这

一点的话，我相信艺术品就会变得不值钱了，因为复制品甚至数字产品就可以解决了。就好像听一首歌，网上下载的和买 CD 听起来

的听觉体验是一样的，那么谁还会买 CD ？音乐会的体验却是再好的音响都无法替代的，所以音乐会的门票还会有人买。这就是艺术

品的线上的发展理论，线上技术会越来越好，给人带来更好的现场感，但是现场欣赏的视觉体验永远无法被完全替代。

艺：作为发掘和推广新艺术家的平台和推动者，几年下来有没有从这个平台走出来的艺术家得到大家的关注和认可，这方面可否

介绍一下？另外他们的市场表现如何？

罗：我们是一个服务平台，不是运营平台，并没有完全的去捧哪个艺术家，所以可以说也没有哪个艺术家是真正从我们的平台里

走出来的。不过，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通过我们网站的推荐和青年艺术 100、艺术介入等各种艺术平台合作，有了更多展览展示的机会。

58 艺术网不是帮大家卖画的，我相信艺术家的梦想也不仅仅是为了卖画，58 艺术网的功能就是把真正的金子从众多青年艺术家中挖

掘出来，让更多人看到，给他们制造更多的机会。这次参展艺术南京也是这样，也许会有一两个艺术家得到市场或学术的认可，走上

更宽的艺术道路。这在我们所组织每次活动中都会有几个人开始崭露头角。

艺：艺博会重在艺术品交易，对普通观众而言，在 58 艺术的策划里，有没有看好哪些具有市场潜力的新艺术家，能否给我们推

荐一下呢？

罗：现在报名工作还没有结束，报名艺术家的资料还没有整理，所以我不好说谁更有市场潜力。但是有一点，未来有市场潜

力的艺术品一定是带有东方文化元素，并且有创新精神的。如果落实到艺术家身上，我一直以来用四个字来概括：科、学、民、主。

“科”是指科班出身；“学”是指学识基础；“民”是指群众基础，不脱离时代；“主”是指有主要的创作思路。用这四个字套

一套，基本还是没跑的。不过，所有的收藏前提一定要建立在自己喜欢的基础上，现在又不是古代，不能光听媒人的，媳妇好不好，

还是自己看。（责任编辑 / 陈晓东）

主题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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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Exhibition

董志栋 

1984 年生于山西，2007 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

院综合绘画专业，随后于 2009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

院壁画系研究生课程班。

王晟芦 

王晟芦，原名王永飞，1983 年生于河北，2010

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本科学历。

王晟芦  《美丽家园·夜色》  20cm×40cm  布油彩  2013 年   

董志栋 《清言》 120cm×150cm  布面油画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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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半遮堂

无为艺术馆

CHINA

CHINA

CHINA

知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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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力量

六尘艺术馆

江东美术馆

品映社

CHINA

CHINA

CHINA

Revival Power
“艺术南京”致力于打造具有区域性特征的艺博会，由此

携手南京地区的六尘艺术馆、半遮堂、知何堂艺术品、品映社、

江东美术馆和无为艺术馆共同打造金陵艺术的复兴力量。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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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力量

曾传兴

1974 年生于四川省内江市 ,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 , 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会员 , 湖南省致公画院院

长，湖南省油画学会副主席，湖南青年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李文涛

旅法画家。2000 年旅居法国。先后进入巴黎凡

尔赛美术学院，巴黎美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2003

年加入法国艺术家协会。2006 年获得法国艺术家资

格。2008 年回京定居 . 2009 年任教于中央美术学

院城市设计学院。

江东美术馆坐落于六朝古都南京（建邺区黄山路 22 号），是一所以艺术展览和学术交流为核心的艺术机构。

美术馆集艺术品收藏、投资和咨询于一体，为艺术家搭建更为广阔的市场平台。同时，江东美术馆还聚焦社会公益，致力于将艺术推向大众，

用艺术回馈社会。

李文涛 《听海》 175cm×122cm  布面油画  2014 年

曾传兴 《绿纸新娘·泸沽湖的美丽传说》 130cm×150cm  布面油画 曾传兴 《玉新娘·梦回永乐》 104cm×138cm  布面油画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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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半遮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位于中国·南京市，是一家致力于国内外主流文化艺术传承与发展的非营利性的民营艺术机构。 公司与

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南京市书画院、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苏州工艺美院、沧州美术馆、含德精舍美术馆等艺术机构

和著名高校紧密联合，传播并推广艺术教育实践，构建高水平的艺术学术平台，将 " 半遮堂 " 打造成为国内同行业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品牌。 

2014 年，公司与纽约·红墙空间合作在北京市朝阳区 22 院街艺术区开设北京·红墙空间，推动和促进中国大陆和北美两地区间艺术家与艺术

机构的展览交流与学术访问活动。 2015 年，公司引进先进的摄影设备和专业的设计人才，逐渐形成集商业摄影、后期制作、图书出版、文化

交流、展览策划于一身的综合经营机构。

Revival Power

苏锐

山东省青岛市人。

1976 年 12 月 30 日生             

2003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2007 年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2007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工笔人物研究生

2011 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2012 年至今工作于苏州国画院

苏锐 《空》 80cm×120cm  绢本工笔  2013 年



82

复兴力量

石晓

上海人，1960 年生于南京。1978 年考入江苏

省国画院学习，1983 年毕业并留院从事创作工作。

1988 年至 1991 年赴日本留学，先在日本武藏野美

术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后转入日本千叶大学攻读研

究生课程。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江苏省国画院人物画研究所所长，江苏省艺术高级职

称评委，被省委宣传部评为“五个一批”工程优秀人才。

聂危谷

聂危谷，1957 年生于扬州。博士学位。现为南

京大学美术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中国画与中国美术

史方向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

术家协会理事；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特

聘研究员；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研究员；南京市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聂危谷长期致力于中国画表现语言突围

求变的可能性，并通过创作呈现其承载着历史观与自

然观的人文情怀。他笔下所表现的东西方建筑，既是

凝聚人类灵魂、创造力与文明进程的史诗，更是其百

感交集的心灵图像和象征符号。

江苏知何堂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着“弘扬高雅文化，发现艺术价值”的理念，立足江苏，共享优质资源和高端客户，为广大藏友

提供拍卖展销服务。知何堂艺术品拥有着专业的艺术团队，把艺术走向大众化、市场化、专业化为己任，依靠丰富的艺术资源和现代科技平台，

与苏宁易购平台共同打造艺术商城 , 以打造出中国诚信、专业、理性、高效的艺术品投资第一品牌为目标。

石晓 《竹林七贤》 86cm×197.1cm

聂危谷 《莲魂荷魄醉千秋》 97cmX180cm  纸本彩墨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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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val Power

南京无为艺术馆由南京零距离国际广告有限公司与江苏省文联书画中心联手创建，是江苏省文联书画研究中心创作基地，承办个人书画

研讨会、收藏、展览、推广和弘扬当代书画艺术为主业的综合性艺术馆。

无为艺术馆以服务高端市场为载体，从事艺术品的推广与销售、展示与交流、为私人和企业提供艺术收藏规划与投资顾问服务、传播并

推广高雅艺术、建构高水平的艺术学术平台和策划高水准的艺术展览、出版书画作品集、收藏名人字画、为艺术家与企业家构建一个交流、

合作的共赢平台。目前馆内已收藏 2011 年当代江苏人物画名家邀请展作品集中的所有作品。同时馆藏各类名家书法、水墨画、石木艺术品等

共计近 100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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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振荣  《秋风起》 33cmx66cm 林彬 《郁云》 68cm×13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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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力量

秦修平

1973 年生于山东省招远市

1995 年毕业于烟台师范学院美术系

2007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2013 年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艺术学博士学位，师从周京新教授。

南京·六尘艺术馆由江苏六尘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创立，以“关注艺术，关注青年艺术家”为宗旨；是一所始于南京面向全国，

致力于文化艺术发展的学术研究、交流推广、为艺术家和策展人提供专业展示平台及服务的综合性艺术馆。六尘艺术馆以开放、包容的姿态，

主动承担社会公益职能，积极参与、推动着全球艺术发展进程。

秦修平 《风度图》 34.5cmx137cm  纸本设色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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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val Power

庄弘醒

1940 年生于浙江南浔

1961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

2001 年进修于巴黎 Academie de la Grande Chaumiere 美术学院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水彩水粉艺术委员会委员。

何金安

1980 年出生于安徽合肥。2007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11 年毕业于南

京大学美术研究院，获硕士学位。现居南京。

品映社是一家以艺术展示、艺术品交易及文化交流为核心的综合性艺术机构。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4 月，拥有着丰富的学术、媒体、美术

馆、金融、拍卖行等资源，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艺术展览策划、艺术品经济投资、文化地产规划、艺术衍生品开发、艺术媒体五大板块的综

合性发展艺术机构。   

庄弘醒 《教堂》 55cm×41cm  水彩 何金安 《江南谧境》 80cm×60cm  布面油画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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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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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禅写真院

86



87

新文人画

太和艺术空间

一画

水墨味

CHINA

CHINA

CHINA

New Literati Painting
值此中国新文人画 30 周年来临之际，“艺术南京”联合“水

墨之都”共同策划“中国新文人画 30 周年”主题回顾展，突出、

宣扬、传承文人精神，将“新文人画”这一绘画形式推向一个前

所未有的高峰。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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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人画

怀一

1965 年生于大同。现为北京

二月书坊艺术总监。

刘墨

刘墨，1966 年生于辽宁沈阳。北京

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 中国艺术研

究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 曾任伦敦奥林

匹克美术大会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从事学术史、艺术史的研究 , 治学之余 ,

偶事笔墨以陶冶性情。 出版有《中国艺

术美学》、《生命的理想——原始儒家与

中国人格》、《禅学与艺境》、《乾嘉学

术十论》等。

刘墨 《秋塘一角》 46cm×70cm

怀一 《阿罗汉图》 64cm×3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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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Literati Painting

《一画》新人文艺术期刊创刊于 2013 年，《一画》旨在重读经典，追溯传统。秉承学术性与专业性的态度，从中国画发展之高峰“宋元”

始，一路梳理，上溯晋唐、下至明清。通过高清数字影像资料，辅以专业文字论述，向读者清晰梳理和展示中国画发展之脉络。以动态的观

点解读中国当下艺术的人文精神。每期《一画》推出一个人文艺术主题，为艺术家和收藏家提供专业的信息沟通和市场引导。

马骏 《清凉处》 76cm×29cm  纸本水墨

马骏 《清凉处》 62cm×36.5cm  纸本水墨

马骏

1975 年生于天津。1998 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任教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人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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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人画

南京逸空间位于南京风景优美的古林公园内，紧邻艺术学府南京艺术学院，是一家以展览、收藏中国当代书画、油画作品的专业机构。

致力于推广当代优秀艺术家的作品，每年定期举办艺术家个展及联展。创建以来相继举办了“与佛有因—名家书画邀请展”“中国画·画世

界精品展”“绿野仙踪—郑迎春油画展”“藏珍互赏—徐乐乐作品同好集珍”“草木春香—吴湘云作品展暨《古林白描日记》新书签售会”“草

木有本性—何烈波作品展”“同气相求—阿海 何烈波作品展”“远庐清赏—常进新作展”“开脸集—徐乐乐的功课”“中国文艺复兴：X- 水

墨”。2013 年参与由江苏省文化厅主办江苏省美术馆承办“百汇含英—首届江苏省民营美术馆巡礼”等。

徐乐乐

1955 年 6 月生于南京。1976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1978 年进江苏国画院至今。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文化部优秀专家。

徐乐乐 《相马图》 137.5cm×32cm  设色纸本

徐乐乐 《天行曲之一》 137cm×70cm  设色纸本、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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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Literati Painting

《水墨味》杂志创刊于 2006 年 8 月，以“关注水墨文化，立足人文传统”为宗旨，致力于推介书画经典，阐扬人文精神，还旁及多种文

化事业，在业界拥有良好的口碑。

衲子 《露从今夜白》 52cm×23.5cm

衲子

衲子，1940 年生，北京

人。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

计学院教授。淡泊高古，

是继齐白石之后大写意画

的代表人物。

梅墨生

梅墨生，号觉公，1960 年生于河北迁安。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院艺委会委员，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兼任北京大学书法

艺术研究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北京中华文化学院

教授。出版有《梅墨生书法集》、《梅墨生画集》、《精神的逍遥—梅墨生美术论评集》、《山

水画述要》等。

梅墨生 《对云浩叹》 33cm×4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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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人画

南京艺购拍卖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文化艺术品拍卖的民营文化企业。公司现设有中国书画、当代艺术等部门，有国家注册拍卖师、

评估师、鉴定师等十多名优秀专业人才，与国内外各大拍卖行、收藏机构、世界各地的著名画廊以及艺术专业媒体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合作模式，

同时依托雄厚的专家队伍和遍及海内外的客户资源，不断开拓进取。

朱新建

1953 年生于中国南京。1980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后留校任教。

1989 年受 Alechinsky 邀请访问巴黎美院，1992 年归国，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作品收藏于中国美术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比利时皇家历史博物馆、巴黎美术学院等机构。

朱新建 《事事平安》

朱新建 《苏州半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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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Literati Painting

辛卯壬辰之交，我的工作室教学即将结束时，巴秋和几个同学建议，为了能给大家一个相聚不散的理由，也能将工作室的教学在结业后

更好有效地延续下去，在离画院不远的地方开辟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留地”，有了它，大家也有个经常活动的去处，同时还可以利用这

个平台与社会进行广泛接触、交流，通过交流得到反馈，有助于艺术的研究与提高。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于是就选择了这块地，虽不太大，

但也雅致，应付当下足矣。

老圃 《红果》 51cm×39cm  设色纸本  2005 年

老圃

一九五五年生于北京顺义龙湾屯镇唐洞村。一九八二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二○○四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课程班。现为荣宝斋画院中国画研究创作中心主任、《艺术市场》艺术评审委员会委员、

北京文史馆馆员。北禅写真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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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雅斋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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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衍生品

艺客

CHINA

Art Derivatives
茶杯、手机壳、雨伞等众多生活化的小物件，融入了艺术家

的审美元之后素，让这些最普通的生活用具也蕴含着艺术的雅致。

艺术衍生品是展览的延伸，引领着大众踏入艺术美学的世界。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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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衍生品

集雅斋，隶属于江西出版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中文传媒旗下，是一家经营书画原作、木版水印、高仿书画、画册画片、古玩古董、文创产品、

艺术出版物等传统文化产品的大型国有艺术品经营机构。

 集雅斋成立于 2009 年 2 月，前身为荣宝斋南昌经销店，是江西省内最大的艺术品经营机构，以中高端艺术品经营为主，主要从事艺术品

投资买卖、古今书画装池解裱、鉴定投资、咨询培训等业务。2012 年 9 月，被文化部评为全国第四批诚信画廊，是江西省唯一一家获此殊荣

的画廊。

青白瓷树枝扭盘子青瓷茶具套装（获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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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Derivatives

八大山人花鸟红木文房五件套（镶嵌款）

井冈山系列惜忆苍穹真丝艺术鼠标套装 八大充电宝 U 盘套装效果图

八大山人花鸟真丝艺术围巾（荷石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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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衍生品

北京艺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正式上线公测。由吕淼创办。旗下艺客网是中国第一家艺术及收藏品分享交易平台 , 全

球艺术家、藏家、质感生活家的网上集散地。目前，艺客平台不仅快速成长为深受艺术家欢迎的艺术品零售平台，也日渐发展为艺术爱好者

交流社区和创意商品的集中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艺术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艺术品对于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艺客主推的崇尚时尚

和个性、开放擅于交流的心态以及理性的思维，成为用“艺术”装点“家”的重要特征。平台多样化的消费体验，更是让大众乐在其中：享

实惠、玩定制、赶时髦、爱传统。在大众与艺术、艺术与生活的圈层中，已经形成属于自己平台的特有发展模式，并完成了新一轮的定向转变。

青白瓷树枝扭盘子青瓷茶具套装（获奖款）

方巾

尺寸：55cmx55cm

材质：真丝素绸缎

适用季节 : 春秋 夏季 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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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Derivatives

抱枕

尺寸规格：45cmx45cm，厚度 18cm

产品原料：混合棉纺面料三维 pp 棉，填充物聚酯纤维

本子 / 手帐

尺寸：14.6cmx18.8cm

内页用纸：80g 胶（880 道林米黄）

封皮用纸：沛帛 180g 新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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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珠兰画会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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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之美

馀庆堂

CHINA

The Beauty Of The Great
生活中使用的器物是生活美学中最重要的一环，虽然它不如建筑、

绘画、雕塑那样给人以庞大的视觉冲击，但它们足以让人们在日常的使

用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滋润着我们的心性与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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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之美

“珠兰画会”座落在景德镇最好的一块绿地——莲花塘，这里山水相依，是闹中取静的最佳处所。因宋代高僧佛印曾居住于此，也叫佛印湖。

这里的人文气息浓郁，有很多故事。丰子凯先生曾在莲花塘住过，还留下了“红栏杆外柳千条”的诗句。之于陶瓷艺术，莲花塘就是“珠

山八友”聚会的地方，每逢月圆，“珠山八友”齐集于此，评画题诗，珠兰画会创立人胡晖就曾得到过一副“八友”雅集时的墨宝。

珠兰画会筹建的初衷就是传承文人精神，弘扬传统道德，打造真正顶级如珠山八友的团队，颇具月圆会的遗风。当时一经倡议，得到了

王锡良、张松茂、王隆夫、张育贤、唐自强、熊汉中、钟莲生、徐亚凤、候一波、乐穹等景德镇顶级陶艺家的支持。珠兰画会之名源于众位

艺术家的商议，“珠”意为珠山，也可引伸到“珠山八友”；“兰”则似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雅集，兰亦是花中君子，雅致之极。王锡良还特

别提到，珠兰本就是开于莲花塘边的一种花。他常随叔父王大凡、王步游莲花塘，踏青写生时便能见到这珠兰花，其花如珠，花香似兰，故

名珠兰。珠兰花其貌不扬，却齐兰之芳，隐于草野，恰好明志。

王锡良 《一生好入名山游》 115cm×57cm  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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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uty Of The Great

钟振华 《春早》 43cm×80cm  瓷板袁世文 《古道云烟》 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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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之美

馀庆堂成立于 2005 年。是一家专门从事文人赏石收藏及交易的专业艺术品公司。公司成立十年来，先后与北京保利拍卖、上海明轩（一

间屋）、上海宝龙、苏州爱涛等数十家公司进行过成功的合作。公司一贯秉承诚信、保真的经营理念，为广大赏石爱好者提供纯天然、高品

位的各类传统赏石，在业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徐累 《围城》 68cmx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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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uty Of The Great

《李唐风骨》 78cm×45cm×45cm  英石



106

11吴静

柯明
孔垂兵

于东升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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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lake100 签约艺术家联合展

郭善涛

刘田

郭玲 李立新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ontracted Artists Exhibition
本次 “Lake100”签约艺术家联合展以“自然”为主调，携手百余位签约艺术家共同

阐释“自我”的一种艺术状态。“Lake100” 是签约艺术家的集体语言，是当下的艺术状

态的集中表现。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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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lake100 签约艺术家联合展

郭玲 《猫尾草》 63cm×36cm  2014 年

郭善涛 《河出重野图》 195cm×160cm

郭玲

1996-2000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学士学位

2000 年至今：工作于金陵科技学院，教师

2007-2009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师从于友善教授

郭善涛

河南濮阳人。2003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山水画专业，获学士学

位；2006 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山水画专业，获硕士学位 ( 师从黄格胜

先生 )。现为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师从孔六庆先生），河南大学艺

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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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ed Artists Exhibition

柯明

1980 年生于黄石，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

先后学习于中央美术学院及慕尼黑艺术学院

2006 年   KUICKEN DIRTY 青年艺术家联展（伦敦）

2007 年   慕尼黑地铁美术馆个展（慕尼黑）

孔垂兵

生于 1987 年 云南  

2011 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油画三工作室

2014 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研究生水彩专业 师从陈流教授

现任教于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艺术系教师

2015 年  “孔垂兵个人水彩展”  中国昆明

柯明 《无题 No201607》 50cm×50cm  布面油画  2016 年

孔垂兵 《葵·狗》 71cm×71cm  油画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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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lake100 签约艺术家联合展

李立新

李立新，1957 年生，江苏常熟人，艺

术学博士。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

评议组成员；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学报编辑部主任、《美术与设计》版常

务副主编；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刘田

1990 年生于青岛，2013 年毕业于山

东工艺美术学院壁画，2013 年至今研究生

在读于天津美术学院自由艺术系，2015 年

9 月至今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交流

学习。师从邓国源、李志强。现工作生活于

天津、青岛两地。

李立新 《威尼斯水巷》 69cm×60cm  2015 年

刘田 《水图——花水大》 150cm×100cm  布面油画  2014 年



111

Contracted Artists Exhibition

吴静

1985 年出生于湖北武汉

2008 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获本科学士学位 2012 年    

“微艺术”——武汉艺术 shopping 季  美术文献艺术中心  武汉  湖北

于东升

1978 年生于山东淄博

2002 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

2013-2014 年于北京画院袁武工作室研修

2015 “笑忘书”，IN2 SPACE, 北京，中国

吴静 《眠 No.1》 50cm×40cm  布面油画、丙烯  2008 年

于东升 《搜神记》 50cm×50cm  纸本水墨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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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满赫

周宁

CHIN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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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主题展

王昊

吴翦

CHINA

CHINA

Artist Theme Exhibition
艺术南京还重点推出了以周宁、 王昊、 郑满赫、徐秋红等多位艺

术家个人主题展。他们用绘画、影像记录其所见、所闻、所思，用手中

的宝器将时光雕刻，在漫漫岁月中建立自己的 “语言”并形成强烈的个

人风格。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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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主题展

周宁 《年轮》 24x32 英寸  2009 年

周宁

男，汉族，1963 年出生，江苏南京人，

国际著名摄影艺术家 、教育家。作为一名

从事艺术教育事业的国际著名摄影艺术家，

周宁先生自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接受系

统的摄影教育并进行摄影创作，经过 30 余

年的积淀，其摄影作品已经形成了强烈的个

人艺术风格，先后在中国、美国、韩国、希

腊等国家举办过个人摄影作品展。2007 年

周宁先生被中国艺术摄影家协会授予“当代

杰出摄影家”荣誉称号。   

满赫

时光荏苒，热爱绘画的心仍然！用油彩

调和纪录梦境里的色彩与个人情绪表达的方

式，

天生的色彩敏感。只是这般执意的在画

布上延展以自己的姿态。

如同与画笔的一场对话，

我只是倾诉者！

满赫 《再见萤火虫》 100cmx80cm  布面油画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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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 Theme Exhibition

吴翦

1970 年生于江苏大丰。

1988 年毕业于盐城师范学院美术专业。

1994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

现为职业艺术家。 

曾获美术文献提名展文献奖，

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优秀奖，

参加法国蒙彼利尔双年展，

釜山双年展，

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

吴翦 《墟山》 75cm×130cm  布面油画  2015 年

王昊

别署畅庐，1970 年生于江苏涟水，现为南京更斯艺术馆执行

馆长、艺术总监，中国美协敦煌艺术研究中心创作委员，南京视觉

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美术

家协会中国画山水画艺委会委员，江苏省花鸟研究会会员，南京市

青年美术家协会理事。

王昊 《畅庐清气》 35cm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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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优画网

艺术仓库

CHIN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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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电商

艺加文投

有画网

CHINA

CHINA

Media + Electricity Suppliers
本次“艺术南京”面向全国邀请媒体加盟，除了江苏本地媒体，更

有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多地的报刊、杂志、网站热情参与，借助媒

体的力量为艺术发声，传递给观众艺术生活化、商业化、多元化的魅力。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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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电商

ArtDepot 艺术仓库开发的首个艺术家 iPad 作品集应用于 2011 年 1 月登陆苹果应用商店，供全球用户下载。截止 2013 年 4 月，已有 35

位艺术家的 iPad 作品集应用上线发布且部分进行了更新升级。参与该项目的艺术家阵容也在不断壮大。

张晓刚

1958 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1982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在北京生活和工作。

多次参加国内外的艺术展览，作品被国内外多家美术馆、画廊、以及私人收藏。他的作品是当代艺术所蕴世故的中国情境的最佳体现。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他运用近现代中国流行艺术的风格表现革命时代的脸谱化肖像，传达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集体心理记忆与情绪。这种对社会、集体以及家庭、血缘的典型呈现和模拟是一种再演绎，是从艺术、情感以

及人生的角度出发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当代意义。

张晓刚 《无言者之一》 50cm×60cm张晓刚 《遗梦集之五》 50cm×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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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 Electricity Suppliers

江苏艺加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艺加文投）是由江苏现代快报传媒有限公司全资打造的专业艺术品鉴赏、艺术家推介机构。目前，艺

加文投以独到的定位、广阔的媒体平台、充分的话语权、优质的艺术家资源、丰富的项目内容、前瞻性的运营模式，成为江苏最优秀的文化

艺术机构之一。

创库出品 《女孩与犀牛》 56cm×55cm×27cm  玻璃钢  2016 年



120

媒体电商

有画隶属于北京有画千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一个对艺术爱好者提供免费开放的艺术资料共享和艺术体验分享交流的艺术平台。

创办有画的是一群热爱艺术的即将毕业或已经毕业的高校学生，他们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为热爱艺术的年轻人提供一个交流、分享、打气、

共勉的平台。有画的发起者是一个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研究生，他经历过所有艺考学生一样的艰辛和迷茫，有过在进行经典临摹和

艺术创作时因缺乏素材和行业信息不对称而感到的无奈，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对专业艺术知识的渴望和对梦想的坚守和执着。也正因此才有了

有画的存在，可以使这些艺术梦想的追逐者以一种最专业、有效的方式获取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少走些弯路，保留更多的元气在这条路上走

得更长更远。

目前，有画网不仅是一个提供大量新鲜、准确的艺术资讯和行业动态的艺术媒体，同时也是目前国内最大最全的专业艺术资料图库，有

画网油画图库是一个拥有超过六千名画家和五万张经典高清油画艺术作品的线上艺术资料图库 , 在这里可以找到涵盖油画、雕塑、壁画、水彩、

版画、摄影、中国画等艺术门类的绘画作品。

边涛

1986 年 生 于 山 东 淄 博，2006-

2010 年，本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油画系。2010-2014 年，

硕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油

画系。现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边涛 《地中海的风之二》 100cmx80cm  布面油画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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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 Electricity Suppliers

由代美电子商务 ( 上海 ) 有限公司创立的“优画网”艺术品电子商务网站，是一家提供在线艺术品展示、交易、经纪、进出口的专门化的

艺术品 O2O 整合互联网服务公司。于 2015 年 6 月成立于中国上海自贸区。

“价值，服务，专业，精准”，打破单一、原始、陈旧的互联网艺术品销售模式，以国际化的运营战略、专业高效的本土手段，丰富多

元的服务内涵、艺术人文的价值追求，深厚稳健的资本实力。“优画网”在群雄逐鹿的中国艺术品 020 市场独树一帜，不断挖掘互联网艺术

品解决方案、聚合创新艺术资本金融模式、优化艺术品市场渠道整合方式、打造艺术家和藏家的价值体系的合作共赢。

百田 《百变女人系列 146》 27.5cm×39.7cm  水彩  2015 年

百田
Madoka Momota

百田（Madoka Momota）女士，1958年出生于福冈，

1981 年毕业于福冈教育大学美术系。日本百彩墨绘画大师、

日本国宝级艺术家。曾为享誉世界的日本古典长篇小说《源

氏物语》绘制插画；该书作为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在

日本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相当于我们中国人家喻户晓的

《红楼梦》。

Madoka 女 士 的 创 作 生 涯 长 达 25 年， 作 品 被 日

本各大画廊收藏。此外，她还是一名才华横溢的作家，

先后于 1995 至 2007 年出版了《在出生的时候遗忘》

《美味主妇》《结婚典礼》等 6 部书籍作品。而现在，

MadokaMomota 百田女士，我们的么么哒小姐，已经

带着她美丽的画作，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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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家
吴延诚

谢逢春

CHINA

CHINA

Art+Home

“艺＋家”精选南京国际美术展获奖及签约艺术家作品 2000 余

件，根据消费者不同需求形成若干排列组合，用原创艺术品取代易耗的

建材，让艺术品回归实用价值。这一创新模式改变了传统艺术品消费观，

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家居、办公软装的多样性需求，提升了软装格调，也

实现了家居、办公软装的保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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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家
 13951017244  宋先生

（86）25 52106111（转）9007

吴延诚

1959 年出生   南京人  1977 年恢复高考第一届考入景德镇陶瓷学

院美术系。壁画作品两次参加全国美展，参与“85 美术思潮”数次群展，

九十年代以实验水墨为主，对传统山水画皴法进行抽象或半抽象构成研

究。二零零五年受聘于三江学院，主要教授素描课程，近十载磨砺与体

悟，形成了洗炼、洒脱的个人素描风格。

二零零八年起摸索山水画半边山图式 ( 所谓半边山图式只是全新图

式特征的简称，还包括树木云水等，又是一个相对概念 , 并非机械地只

画山体一半 , 留一半 ) 。 传统山水画主要研究横向、斜向虚空与纵向山

体、树形等之间的构成关系 ( 仅指传统山水画构图与图式范畴 )。半边

山图式则主要从纵向关系入手，强调山体、树木等自身左右之间的阴与

阳、主与次、实与虚、解与构的图式探索，这样图式在前人的画作中未

曾见过。由于多重制约性半边山图式的探索空间窄且难庹大，同时需创

造出一整套山体、树木、云雾、流水等半边山图式的新画法和新造型。

艺：您的很多作品都意在描绘江南小镇的景色，对于取材您有什么情节吗？

 吴：画画可分几个层面或者叫阶段，最初几年甚至十来年你会将主要精力用于塑造

对象上，一般称其为打基础阶段，当有了一定塑造能力，技巧也慢慢熟练之后才会将主要

精力转向情感表达上来。人的内心常揣有某种情怀或情节，它会让人产生诸多想象，甚至

是幻想，这类大脑活动易激发出创作灵感与激情 , 有灵感有激情又有表达能力，也就具备

了创作作品的条件。今年春天我去宏村写生，几乎没进村子，就围着村外奇墅湖边那几亩

长在水中的杉树林发呆，下雨时撑着伞画，大太阳下戴顶草帽在画，动力来自前年乘车驶

离宏村时透过车窗看到了水中那片杉树林，那几秒钟人完全傻了，那画面憋在肚里足足发

酵了一年，这就是您提到情节，去年在宏村只待了一天，画了三幅水中杉树林，完全没达

到了却此情节的心理指数，因此就有了今年宏村之旅。

 

艺：作为一名资深的，参加过“85 美术思潮”的艺术家，您对中国画发展现状有什

么看法？

 吴：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大，我只想就某些现象谈点自己的看法：在同道的推荐下看

了一家美术馆的当代中国画藏品展，人还没走出展馆可“观后感”已蹦了出来，整体来看

该美术馆收藏的作品缺少气局，隐隐地觉得这家美术馆的主人偏好较小气的类型，从表现

方法来看怎样不像中国画就怎样弄，完全没有林风眠那种既改变了中国画的表现方法又创

造出属于东方属于中国意境的画面。虽然该美术馆在全国范围没什么名气，但不可小视这

类收藏取向会影响一批中国画创作者。

 

艺：您如何看待绘画作品在家居氛围中的作用？

 吴：上班途中你能看到有些店家将员工集中在店外做操呼口号，目的是让员工打起

精神尽早地进入兴奋状态，然而家庭环境与氛围则正好相反，因此我们在讨论绘画作品与

家居关系前必须清楚家庭需要营造什么样的氛围。历来绘画作品在家居陈列品中都享有特

殊的待遇，西方的油画要配上精美外框，中国的书法和水墨画需经装裱才可以悬挂陈列，

为了衬托绘画作品通常会给作品四周留有足够大的空白墙面，传统博古架陈列方式系一种

集体亮相的陈列样式，架上的陈列品像大合唱里的一个个合唱队员，而书法和水墨作品的

悬挂陈列则像领唱的演员。（责任编辑 / 潘沛）

吴延诚 《皖南关麓写生之一》 48cm×55cm  纸本设色  2012 年艺术品投资   ×  吴延诚

艺＋家



125

吴延诚《皖南关麓写生之一》 软装效果图

Ar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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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家

谢逢春

男 1962 年 10 月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祖籍湖南省耒阳市。

1985 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1995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三期

中国画研究班。2000 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油画研究生班。

现为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中国工业版画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艺术委会会员

中国湖北美术家协会会员

湖北省高教育学会艺术设计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湖北省十堰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湖北省十堰市武当画院副院长

十堰工业版画研究院院长

艺：您从事版画艺术多年，有怎样的感受与经验？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

从事版画艺术？

谢：我是 1985 年从湖北美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有大型企业“东风汽车公司”

做企业文化工作。当时全国的企业文化十分发达，各企业有很多美术工作者，企业都有专

门的美术岗位。我作为专业的美术指导者和组织者 , 在企业工作了二十年。当时版画艺术

是企业艺术中的独特画种。因此，我就在指导组织过程中进行了版画创作。版画艺术是一

个比较特别的画种。它是从痕迹和复数的特点。各种材料和手段都可运用，有极大的创造

空间。这也使我在其他的艺术创作中有了更多的艺术语言。

艺：您的作品“游离者”系列以鱼为题材，请问您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理念与

情感？

谢：我的“游历者”中的鱼，是一种象征性的艺术符号。她是我的“自我”，是自我

的象征。我以中国的山水观的方法，来观照自我，观照自然，观照世界。我用这种方法来

进行创作。因而才有了这个系列。观注当代生活，这也是当代艺术的出发点。

艺：版画由于其可复制性，在市场中一直处于一种较为劣势的地位，对此您有

怎样的看法？

谢：版画在我国目前是一种较劣势的现象。但在国外不是，国外有很大的收藏群体。

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会有所改观的。

艺：您认为什么样的版画题材适合家居审美装饰？

谢：版画非常适合家居装饰。它是可大可小家居艺术品，只是目前大众对它还不是很

了解。  （责任编辑 / 潘沛）

 13951017244  宋先生

（86）25 52106111（转）9007

艺术品投资  ×  谢逢春 谢逢春 《游离者系列》

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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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逢春《游离者系列》软装效果图

Ar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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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添

1983 年生，河南省开封市人。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2008 年

毕业于郑州大学美术学院绘画专业，获得学士学位。2013 年毕业于郑

州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油画方向），获得硕士学位，师从李意淳

先生。求学期间研习油画、水彩、坦佩拉等绘画技法，并多次受到王宏

剑先生的指导。作品题材多样，语言纯粹，能够深度挖掘中国当代社会

的敏感题材加以创作，以青年人的视角正视社会问题，反思社会现象。

在观念上提倡对油画本体语言的挖掘与创新，既从传统中吸取营养，又

积极与当代接轨，作品并多次获得省级、国家级展览奖项。现为河南省

美术馆研究部学术研究员，多篇论文发表于省级以上艺术类期刊。  

艺：您的作品擅于捕捉光与影的微妙关系，请问您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里？

刘：我的作品《桃花源》系列刻画的是幽禁在园林中的太湖石。太湖石是典型

的中国传统供石，因其形怪、漏、皱、瘦等特点常置于中国古典园林中，供人观赏，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性符号。它作为一个文化承载元素，其自然状给人色彩

与形态的感性认识，暗含了人们对生活理想和艺术追求的平和、稳定、娴静、自律

的心境。你提到的“光影”是我塑造太湖石形体的最主要的表现手法。我主观地营

造了一束光穿过铁栅栏门将交错的铁栅栏投影在太湖石上，光源的聚光度很高，亮

度也很高，致使太湖石上的光影效果很强，明暗对比也很强，它让太湖石的形态在

光源下有了局部的呈现。

艺：您如何看待油画艺术在家居中的装饰审美性？

刘：艺术作品，特别是油画作品有着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审美效果。我们

将作品挂在家中，不单单是提高个人品味，也不是让亲戚朋友认为自己的修养与格

调很非凡，更不是附庸风雅，而是让自己在休息的闲暇能够通过对艺术品欣赏来调

节自己内心的情绪。而且，当下人很注重家庭的装修，舒适、典雅是大家都在追求

的一个家庭环境，所以家中的画能够为当下时尚的装修起到点睛的作用。但前提条

件是一定要是原作，而且要是具备一定格调的油画作品。中国当下的中产阶级在对

艺术品的鉴定与欣赏方面有着一定的盲区，不能很准确的定位油画艺术品的价值，

这就需要专业的艺术机构来做中介，让真正的艺术品走入到家庭中，让艺术品消费

成为大众正常消费的一种。（责任编辑 / 陈晓东）

 13951017244  宋先生

（86）25 52106111（转）9007

艺术品投资  ×  刘添

刘添 《桃花源系列》

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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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添《桃花源系列》软装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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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  《莊園攬勝圖》  30cm×396cm    估价 RMB：1,200,000—2,000,000

艺海聚珍
——南京海德 2016 春拍焦点

130

图｜南京海德拍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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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海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是南京百家湖文化集团旗下的主要从事艺术品拍卖的专营机构，公司作为集团打造艺术产业

链的重要一环，秉承 " 来源最可靠，自律最严格 " 的经营原则，奉行 " 诚信为本，服务至上 " 的经营理念，以专业、务实的工作精神，服务

于广大书画艺术品爱好者及藏家。

公司在 2015 年春拍至今，得到广大书画艺术品爱好者及藏家的支持与关怀，仅代表公司对大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2014 年下半年至今。

艺术品市场仍处于低迷时期，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海德拍卖立足于市场以特色小专场为各位书画艺术品爱好者及藏家提供了丰富的藏品。

南京海德拍卖依旧秉承“作品溯源，秉正公开”的原则，聘请了多位资深权威鉴定专家前后淘洗甄选，最终拟定了《左笔巨匠—傅小石》、

《宋氏一门》（宋文治、宋玉麟、宋玉明）、《中国书画》、《百家湖文化集团签约画家》四个专场。

另外，本次春拍将与南京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投资举办的“艺术南京·2016 国际艺术品博览会”同期举行，届时将有世界各地的收

藏家及艺术机构会聚南京，共享艺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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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石　《觀音》  70cm×46cm

估价 RMB：250,000—350,000

著錄：《傅小石畫集》P71，四川美術出版社，2004 年　

宋玉麟  《江南春曉》  44.5cm×44.5 cm  

估价 RMB：60,000—80,000

傅小石　《麗人行》  68cm×270cm

估价 RMB：1,600,000—2,200,000

著錄：《傅小石畫集》P87，四川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 年《名城大家·傅小石卷 6》P14-15，吉林美術出版社，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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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治 《洞庭西山一角》

36.5cm×44.5cm  

估价 RMB：300,000—500,000

說明：宋玉麟題簽。

著錄：《民間珍藏·宋文治作品集》p94，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年

说明：附宋玉麟出具的鉴定证书。

宋文治《太湖小景》

46cm×34cm    估价 RMB：180,000—220,000

著錄：《民間珍藏·宋文治作品集》p77，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年

说明：宋玉麟出具的鉴定证书。

林散之  《李白下江陵》 

97cm×38cm  

估价 RMB：120,000—180,000

预展时间：5 月 19 日  18:00—20:00（VIP）  ／  5 月 20 日  9:00—18:00

拍卖时间：5 月 21 日  9:30  《左笔巨匠——傅小石作品专场》   ／   5 月 21 日  10:30  《宋氏一门——宋文治、宋玉麟、宋玉明作品专场》

                   5 月 21 日  13:00  《中国书画》   ／   5 月 21 日  15:00  《百家湖文化集团签约艺术家作品专场》

展拍地点：爱丁堡大饭店（南京江宁区通淮街与天元路交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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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亮 《面壁九年圖》 26cm×26cm×3   估价 RMB：120,000—180,000

錢松喦 《勁松長青》  96cm×50cm   估价 RMB：300,000—400,000 魏紫熙  《報礦》  97cm×50cm   估价 RMB：300,00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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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宛 《杜甫詩三首》 17cm×50cm  估价 RMB：20,000—30,000

喻繼高、張德泉、施永成 《松鶴長春》 144cm×364cm  估价 RMB：120,000—150,000

叶欣 《山水册页两开》 35cm×49cm×2  估价 RMB：150,000—200,000

预展时间：5 月 19 日  18:00—20:00（VIP）  ／  5 月 20 日  9:00—18:00

拍卖时间：5 月 21 日  9:30  《左笔巨匠——傅小石作品专场》   ／   5 月 21 日  10:30  《宋氏一门——宋文治、宋玉麟、宋玉明作品专场》

                   5 月 21 日  13:00  《中国书画》   ／   5 月 21 日  15:00  《百家湖文化集团签约艺术家作品专场》

展拍地点：爱丁堡大饭店（南京江宁区通淮街与天元路交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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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凤凰山国际艺术园

是由百家湖国际文化集团投

资 30 亿人民币精心打造的艺

术家工作室群，位于中国江苏

省会南京市。艺术园占地面

积约 282 亩，建筑面积超过

30 万平方米，规划建造 300-

400m2 的艺术家创作室 1200 

个，配套主题艺术酒店、国际

艺术家会所、主题艺术餐厅、

艺术家生活中心、国际艺术家

驻留中心等，是为艺术家诚挚

打造的理想生活、创作场所。

目前，南京凤凰山国际艺术园

已建成120 个艺术家工作室，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 100 

名艺术家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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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南京将军南路646号（中国南京凤凰山南麓）
电话：025—5210 0666

www.pmia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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