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依据要从书画艺术行业中的运作

方法和现象结果的解析中深思：

2010年，是拍卖行业的盛世之年，书

画艺术品轻松过亿已不再是神话，然而拍

卖行业的运作经营之道，被一些精于此道

而敢于挑战的书画家们成功地开拓了以价

值论英雄的书画艺术价值发展的先河。更

甚经营单位因引用了高精度印刷品行业介

入使得赝品、高仿相继逊色，为拍卖业的

繁荣埋下了伏笔。另外，书画艺术品市场

进入了“大忽悠”时代：有文指出“画卖

得贵不一定是大师，现在的艺术品市场进

入了一种极不规范的炒作时代。”此路究

竟可以走多远？我们今后拭目以待。

2010年是文化盛事之年，全国各文

化大省争先恐后地举办文化艺术博览会，

艺术展。书画艺术品首当其冲被选定了主

角，名角大腕助兴，名人大家剪彩，政府

领导倡导，轰轰烈烈的场面每每让人目不

暇接，其本质的结果究竟对书画艺术行业

的发展推动力有多大，多年来我们一直在

沉思中。

2010年是书画艺术品经营行业的洗

牌年，确切地讲，是以书画艺术品行业服

务机构的市场竞争和市场份额大小的总结

年，众多的服务机构随着行业内的竞争和

服务市场结果的摊牌，一个方向，被突出

到了市场的领导的地位，小胜一筹，另一

个方向因市场的拒绝导致经营惨淡，直至

淹没在行业大海的波涛中......在这个书

画艺术品经营的行业洗牌年，有的拍卖公

司因运营不端而声名狼藉，有的画店因售

假而失信市场，有的经纪人因身单力薄犹

如艺术空中的点滴星光，有的互联网站因

骗画骗钱被依法取缔等等现象活龙活现。

市场的竞争是现实残酷的，适者生存是真

理，尤其是服务于书画艺术品行业，2010

年应该是书画艺术家对于如何给自己定位

接受何等市场运营方法的服务迎来了最清

晰的新纪元年。

2010年是书画艺术家笔会频繁的一年

也是收获颇丰的一年，诸多的书画艺术家

以实力论英雄，频繁穿梭于祖国的大江南

北乃至世界彼岸，尚不知因当前通货膨胀

原因还是以价值论成败的市场原因，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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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聚焦■

品牌 成就书画的艺术价值

中国书画交易报已在全体工作人员的

努力下，成功的撒下了金虎年本中心书画

艺术行业席位服务的点滴星光，作为行业

服务的中国书画交易中心/中国书画销售中

心/中国书画拍卖中心www.sh1122.com的运

营CEO,根据八年来的市场服务感悟和对书

画行业的挚爱，在2011年到来之际，浅述

一些自家观点，一来不再因观点的另类而

憋屈自己，二来寻个识点增加一些才智，

三来呢如果验证了部分事实，也好给人一

些帮助，仅此而已。

2010年的中国书画艺术市场，可谓绚

丽多彩：书画艺术品的拍卖、书画艺术博览

会、书画艺术笔会、书画行业展会、书画义

捐慈善会、个人艺术活动展、画廊名人名家

字画销售、书画艺术品经纪人专项销售、电

视书画专访、报纸书画专版，互联书画网站

等全方位围绕书画艺术品行业的发展服务是

花样层出不穷，效果是众说纷纭。然而，在

这个行业中走过的八年，是我成长的八年，

也是我反思的八年，究竟这个行业的服务和

发展是怎样的一个模式？应该何去何从？我

仅从自我的理解角度浅述个人的一些感悟，

一家之言也。

就从以下这个方面说吧：  

品牌,成就书画的艺术价值

名人名家字画是这个行业最直接的品

牌形式-成就书画的艺术价值的最好解释。

然而，名人名家书画的艺术价值在官

本位和名本位的诱导下，在当今书画艺术

品行业战火纷飞的时代中，书画艺术的价

值其品牌性，究竟如何从何角度分析和理

解？

个人浅见：

1、书画本身的艺术品牌应占99% 

2、书画艺术家个人社会品牌仅占1%

纵观书画艺术品行业的历史性发展，

唯书画本身的艺术价值可名垂青史、百世

流芳，而书画家个人的名，也就是社会品

牌性，仅作为了一个有别于其他书画艺术

价值的一个符号而已。

然而此观点，在当今书画艺术行业的

市场运营中发现，却有着如大海汹涌般的汹

涌，与市场、社会、经济、资本乃至书画艺

术本质相悖的骇人的现象一浪胜似一浪！

艺术品的价格是节节攀高，收入也是如入

阿里宝山般闪光耀眼。殊不知因笔会特性

的本质所在，这些即时应付之作所换回的

财富结果，在今后的书画艺术价值品牌的

成长旅途中，是喜还是忧呢？当然因追求

的不同自会有着不同的见地。

2010年是视媒体（电视）和纸媒体

（报纸）专业性服务书画行业的鼎盛之

年，各家媒体因业务本身的需要竞相划出

了风格迥异的艺术领地，以推手的角度服

务于书画艺术品行业，鉴宝引人入胜、专

访靓丽惊人、画面制作精美，文章感人入

胜，在受众群体庞大的行业特色笼罩下，

给需要以露脸展才的部分书画艺术家们，

带来了可喜的1%品牌打造出镜机会，但没

有昨日的新闻，也无定向观摩收藏的粉

丝，一切都以偶然也许会赢得必然的期盼

中。

2010年是书画经营单位的丰硕之年，

诸多诚信良好、选材得当的画店画廊，因

为迎合了市场需求和把握了书画经营的之

本，而获得了稳固的收益，同时也延续和

发扬了画廊画店在书画艺术品行业流转经

营的先锋之责。名人名家字画是画店画廊

的首选之品，只有为数不多的魄力经营

者，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实践中，以自

我的鉴赏水平和战略经营方针的设置，大

胆地纳入一些具有99%艺术价值题材的作品

并期盼着书画艺术家们1%的品牌成功而获

利。然令人敬仰的书画艺术家们，如何被

画店画廊的魄力经营者们看好和追求，其

书画艺术品的本身价值的提升是首当其冲

的。而仅以名的伟大，也就铸成了天之一

线。

2010年是书画艺术品互联网服务行业

的转折年，书画艺术家们乐此不疲建个人

自己的网站、设个人自己的博客、成立一

个工作室或是书画院已不再是什么多大的

事了，在这一年中，有国际背景的某网站

和有文化部背景的某网站皆因在服务于书

画艺术品行业中走偏了路子，或者经营的

有些不实诚，而遭到了市场的无情抛弃，

同时也受到了执法部门的惩处。作为21世

纪信息主流趋势的互联网服务，究竟以什

么样的角度和方法服务于书画艺术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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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专用商品服务区

联盟单位提供

画册设计           光盘刻录             展会策划             报刊广告             书籍印刷           价值推广                  专供商店                           易坛

        文房四宝
中国文房四宝网笔墨纸砚
俱乐部
加盟会员免费享受价值

500元宣和产品，有意者

索取简章，请发地址到

13357125191或www.wf4b.

cn下载。电话：0571-

88941961（宣和宿墨）

家私
上海梦璐沙发厂
古典组合牛皮沙发
市场价：6800元/组

会员价：5000元/组

古典组合
市场价：6000元/组

会员价：5000元/组

古典沙发
市场价：5500元/组

会员价：4250元/组

古典组合牛皮沙发
市场价：6500元/组

会员价：5000元/组 

布艺沙发
市场价：2800元/组

会员价：2000元/组

布艺沙发
市场价：1300元/组

会员价：1020元/组

上海我乐家具有限公司
米兰
市场价：2300元/张 

会员价：1840元/张 

琳达
市场价：2500元/张 

会员价：2000元/张 

儿童床
市场价：7200元/张 

会员价：5760元/张

           酒水
烟台三叶葡萄酒有限公司
北京营销中心
奥妮斯易拉罐干白
市场价：32元/瓶

会员价：25.6元/瓶

奥妮斯易拉罐干红
市场价：30元/瓶

会员价：24元/瓶

霞多丽干白
市场价：52元/瓶

会员价：41.6元/瓶

95特制解百纳
市场价：38元/瓶

会员价：30.4元/瓶

92赤霞珠黄圆桶
市场价：78元/瓶

会员价：62.4元/瓶

九二珍藏黑圆桶
市场价：88元/瓶

会员价：70.4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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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买 家 订 购 信 息

编号    作品原创者    交易电话      购买方

JD09121001
JD09121002
JD09121003
JD09121004
JD09121005
JD09121006
JD09121007
JD09121008
JD09121009
JD09121010
JD09121011
JD09121012
JD09121013
JD09121014
JD09121015
JD09121016
JD09121017
JD09121018
JD09121019
JD09121020
JD09121021
JD09121022
JD09121023
JD09121024
JD09121025
JD09121026
JD09121027
JD09121028
JD09121029
JD09121030
JD09121031
JD09121032
JD09121033

王惠才
张    伟
张玉香   
马先生    
王荣根  
王先生 
先    生
薛先生  
刘先生  
先    生
徐先生  
穆先生   
王荣根  
张天赋  
先    生  
醉    石
先    生 
先    生 
李粉玲  
陈红兵  
大    海  
张超华 
韩    云 
宁冠群  
王吉进 
李    青
郭先生  
马先生 
程先生 
先    生  
沈秀国
孙先生
孙先生 

王重顺  
袁光伦   
刘国方   
侯玉麟   
王元兆   
贺    祥   
王金水  
寇庆河  
李本和   
卢炎新   
张师增   
张景源   
王元兆  
宋亚非  
呼亨明    
薛良川  
黄基孝  
张书范  
张桂禄   
蔡梦霞  
彭树云 
李    波  
颜玉长    
全心爱     
马玉河    
王云鹤   
陆开富    
潘海溶   
高占祥   
陈鹤鸣  
卜庆中  
沈   鹏   
沈延毅

15101273508
13981609453
0377-63680273
0755-82984023
15000320023
15963093158
18953120967
13863933288
0530-6387898
13522323757
15801417864
15910663378
15000320023
13533524122
13512312312
13307923274
13670384787
13473938513
13993285646
0579-88628626
 13389509225
13220690231
13993303660
13332888943
13969713251
13605979588
13993378655
13308900806
18729265573
0535-6013548
13505492535
13188011972
13188011972

本市场导航欢迎来电交流：0531-67810806    全国委买委卖信箱交流：wmwm918@163.com

书 法 市 场 导 航

王吉进    
于光前 
郑和新 
周凤勤  
孙之贵 
梅吟雪  
孙殿华  
戴玉春  
女    士   
先    生    
先    生    
李廷贵  
李廷贵  
先  生    
邹先生  
邹先生  
林先生  
李先生  
甄先生  
陈先生  
包先生  

先    生  
王吉进  
徐先生  
毕女士  
先    生    
李柄良  
先    生  
先    生  
先    生    
先    生    
万先生    
万先生     
先    生  
漆邦泉  
王庆昌            
李存馀    
霍印先  
张立水 
弓    泉 
时泉兴    
孙富强
宋     磊
贝世福   
王献民   
郑现峰    
吴    峰  
刘鹏飞  
傅敬盐  
温国良    
颜正强    
陈    英  
李长贤  
黄立新    
丁先生  

书法              
书法          
书法              
书法        
书法              
书法          
书法              
书法              
书法／8平尺             
《虎》字／三尺整张      
隶书自作诗一首          
书法／22*78cm          
甲骨文／48*97cm         
书法／四尺整            
书法／195*74cm          
书法四条屏／160*60cn*4  
书法《虎》              
书法／54*87cm           
隶书／67x4250m          
书法／四尺三开          
雍正年间藏经五部        

马         
花鸟           
山水          
花鸟           
竹子          
国画          
国画          
花鸟         
山水扇面             
牡丹画            
国画     
国画 
人物       
国画              
国画             
国画      
国画         
国画           
国画               
国画      
国画      
国画          
国画          
国画          
国画            
国画／8平尺             
花鸟        
花鸟         
工笔       
工笔                
工笔          
工笔     
工笔           
山水／套八帧            

马玉河     
崔祝生   
郑和新     
周凤勤   
孙之贵   
梅吟雪     
孙殿华     
戴玉春   
沈  鹏     
武中奇    
刘炳森    
弘一法师  
潘主兰    
张  海      
丁  仃      
沈玉山    
武中奇   
潘主兰    
刘炳森   
启  功      
——     

王金才  
辛守庆   
王保安   
崔子范     
李少田   
刘阿本   
范    增   
莫晓松   
林纾山   
马   荃    
韩美林   
范   增  
王   飚 
漆邦泉    
王庆昌            
李存馀     
霍印先   
张立水  
弓    泉  
时泉兴   
孙富强      
宋    磊 
贝世福     
王献民   
郑现峰   
霍春阳   
刘鹏飞      
傅敬盐    
温国良   
颜正强   
陈    英    
李长贤    
黄立新    
董其昌   

协商        
协商        
6000元         
6000元        
8000元       
5000元         
6000元      
6000元      
2.2万元／平尺
协商         
8万元／幅    
20万元       
6万元        
6.8万元      
1.8万元      
4.5万元      
5万元        
3.8万元      
12万元       
协商         
50万元       

协商       
协商        
协商        
协商       
协商      
协商 
协商        
8万元    
1.6万元       
1万元      
8万元       
协商         
协商  
1万元      
5000元               
5000元    
5000元     
5000元     
2000元     
1万元        
3000元       
8000元        
4000元      
3000元         
8000元        
4万元／幅    
3000元       
6000元        
8000元         
8000元        
4000元     
3000元         
3000元        
协商        

13969713251
13953953421
13905899185
010-643705115
13522996067
13651336400
0531-82285591
010-68213396
15810317188
13065088253
13853364481
15060774892
15060774892
13911736292
13720883593
13720883593
18953138757
15060774892
15877604897
15053192519
15041880607

18954411622
13969713251
13186148559
15854546936
13485272026
18631656645
18635601263
13639393868
13639393868
13639393868
13698632563
13698632563
13119310161
13072864655
13081080972         
021-65517928
15930571831
13110423287
13834498573
13436533153
13901056024
13862323345
13504194838
0379-63133241
13928652817
18955885399
13845616178
13611172119
13844016832
15011589318
18701071532
15056700287
13111417068
13387218523

JD09121001
JD09121002
JD09121003
JD09121004
JD09121005
JD09121006
JD09121007
JD09121008
JD09121009
JD09121010
JD09121011
JD09121012
JD09121013
JD09121014
JD09121015
JD09121016
JD09121017
JD09121018
JD09121019
JD09121020
JD09121021

JD09121022
JD09121023
JD09121024
JD09121025
JD09121026
JD09121027
JD09121028
JD09121029
JD09121030
JD09121031
JD09121032
JD09121033
JD09121034
JD09121035
JD09121036
JD09121037
JD09121038
JD09121039
JD09121040
JD09121041
JD09121042
JD09121043
JD09121044
JD09121045
JD09121046
JD09121047
JD09121048
JD09121049
JD09121050
JD09121051
JD09121052
JD09121053
JD09121054
JD09121055

国 画 市 场 导 航 向导：0531-67810806

★ 明星经纪人★

陈珊珊，中国书画交易中心www.sh1122.com（九鼎

贸易有限公司）济南经纪人服务中心客服代表，具有较高

的个人修养，懂得一定的关系处理，经验丰富，从业数年

对中国书画艺术品行业发展形式和行业运作模式已成熟于

心，工作态度良好，热情，积极主动，能及时为客户服

务，不计较个人得失，利用专

业知识可以很好的指导客户，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对客

户有奉献精神，同时为中国书

画交易中心未来的发展做出了

很大贡献！

陈 珊 珊

九鼎艺术经纪人
全国统一注册证号

JDsh1122-010-9004 

交 易 广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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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出售作品                   作品原创者   出售价格            交易电话          出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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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画 市 场 导 航

JD09121034
JD09121035
JD09121036
JD09121037
JD09121038
JD09121039
JD09121040
JD09121041
JD09121042
JD09121043
JD09121044
JD09121045
JD09121046
JD09121047
JD09121048
JD09121049
JD09121050
JD09121051
JD09121052
JD09121053
JD09121054
JD09121055
JD09121056

JD09121057
JD09121058
JD09121059
JD09121060
JD09121061
JD09121062

余山雨 
张先生 
李    龙 
刘    勇   
刘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  
孙先生 
先    生 
李先生 
王先生 
方先生 
朱先生   
刘    勇
董军全  
彭先生 
肖先生  
苏   刚 
邓力勉  
靳连圈 
先    生 

 
  
张先生 
先    生 
梁先生 
先    生 
先    生 
朱先生 

刘艺青  
匡乃智   
霍庆有   
周崇舜 
漆邦泉   
陈公浩   
焦可群    
张世忠    
顾    扬    
李    达  
宋晓东   
卢国光    
杨少华    
罗举海    
张大千   
周崇舜
金亦成   
崔学坤      
张晓彦    
司志伟    
李    达     
李    军    
聂    耕   

   
    
 
刘孔喜 
刘世宗   
施绍辰   
宋守宏   
于小冬  
靳尚谊 

13797466726
13685421287
13520190588
13108718900
13918398690
15800988073
18729879594
13473586444
13655176699
18953276868
15993109667
13702513118
13706399059
13901221707
13641184314
13108718900
13930518396
13307066499
13501185630
13583385456
13308459148
15093193678
0531-83231107

13811755396
15647129400
13298736666
18953528666
13942890567
13906364908

编号    作品原创者    交易电话      购买方

编号    作品原创者    交易电话      购买方

油 画 市 场 导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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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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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国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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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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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品名称：书法(12张一套)

作品作者：刘墉

出售电话：15110133077 

金虎年，中国书画交易中心www.sh1122.com虎跳

式的发展：35万投资兴建了北京国贸区全国书画联络

办公室，同年在北京与北京平谷区古建园林艺术学校

签订了22年的合作经营项目，并投资兴建为北京平谷

区国立书画研修学校及中国书画交易中心会员基地。

短期内即展开了前期规划的投资快剑，26天即破土承

建了具有较大规模的国立书画艺术集体创作室、园林

式创作区和中国书画交易中心会员基地式个人创作工

作室的建设，并策划命名为“北京艺术大院”。公司

全体合作人员个个虎虎生威，与3000多位书画艺术家

建立了书画市场服务的良好合作关系，掌握了金虎年

内众多大家之作的市场走向和众多市场潜力书画名家

的新作市场销售方向。与北京画店及上海、广州、香

港等地权威经销商的名家字画的保真销售和潜力书画

作品的市场推荐和包装，展开了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工

作。金虎年，从书画市场的经营角度，可谓硕果颇

丰，从行业人脉发展角度，基础殷实丰厚，引领企业

2011年玉兔迎春之际，迈向新征程。

中国书画交易中心www.sh1122.com运营的八年，

道路曲折而效果尽开颜：它超越了画廊销售的地域性

瓶颈，它补偿了书画家笔会展会的应时短暂的场景，

它实现了报纸电视量广及图文声貌的持续性流传，更

为可喜的是中国书画交易中心管理委员会倡导的11种

书画家进军市场的展示模式+推广模式+销售模式，可

谓珠联璧合、巧夺天工：把一个互联网工具模式的功

能，发挥的淋漓尽致，为全国的书画艺术家的国际艺

术席位的建立、维护、推介、助销和全国书画行业的

委托交易，展示了不可或缺的行业领导本色。

2011年，全国经纪人的联盟运作和九鼎艺术期

权的收藏运营，以及全国九鼎艺术期权管理工作委

员会的组建，将在整个书画行业的画廊经营领域、

展会推介领域、拍卖竞价领域、收藏投资领域掀起

滔天风暴，从行业的引导进入实质的运作！

2011年的中国书画交易中心www.sh1122.com 

，已完全超越了传统互联网网站服务的地产式经

营，集合九鼎艺术字画社的全国连锁模式、九鼎艺

术商行的网店模式、全国画店的名家字画销售模

式、全国文博展会的推介模式，以专业、敬业、执

业的经营态度，为全国的企业界、收藏界和书画艺

术行业的创作者们、服务者们建立、完善、发展当

今中国乃至世界性服务的艺术航母——中国书画交

易中心/中国书画销售中心/中国书画拍卖中心www.

sh1122.com 服务于社会、服务于行业、服务于艺

术、服务于市场——努力为10万书画艺术家提供更

完善的百年服务！从九鼎公司做起！从中国书画交

易中心www.sh1122.com 扬帆！

在此2011年新春之际，我代表济南九鼎贸易

公司、百分百企业营销管理咨询公司、北京冠中文

化艺术发展公司，香港中国美术出版社、中国书画

交易中心及全体工作人员，向全国的企业家、收藏

家、书画家及经营书画艺术的经纪人、同行们：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祝福每一个与

艺术结缘的人，身体健康！事业兴旺！

金虎已归山 玉兔欲奔腾
——中国书画交易中心迈向新征程

董事长：吕源

呢？单单以网站、展厅的特性已不再是这

个行业的必须了，如何实现书画艺术家们

的99%书画作品价值的体现，进行即时的

市场价值转换并持续地打造书画艺术最终

的巅峰成功，才是书画艺术家们的真实梦

想！这是行业的根本。

然而，决定书画艺术家们的作品市场

销售的大权和书画艺术价值的持续提升却

不仅仅是掌握在我们这些服务者的手里：

真真正正地是书画艺术家们那99%的书画

艺术的价值和1%的社会价值所决定！反思

书画艺术家们当前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活

动、画册出版、义卖参展、笔会拍卖等，

基本属于都努力在为1%的社会品牌的谬造

中......

水到渠成、水滴石穿、厚积薄发、功

到自然成......99%的书画艺术价值的打

造是枯燥的、提升的、漫长的，其受制于

1%的社会品牌影响。

品牌，成就书画的艺术价值品牌，这

里的品牌就是指的书画艺术家们的功力品

牌、艺术品的创作品牌，当这些耗时耗力

却占99%艺术价值的熔炉锻造中品牌灿烂

时，又恰逢适合的环境和机会，奋起搏击

那1%的社会品牌，一生艺术的成功也就是

必然了。

中国书画交易中心www.sh1122.com

的互联网服务在从网站服务延伸至行业的

市场服务的转变中，努力完善着11种有益

于书画艺术行业的发展服务措施 ，尤其

是当今行业中具有唯一性的九鼎艺术期权

收藏平台服务，更是着重于书画艺术家们

需长期、持续的艺术发展的，重点围绕着

99%的艺术价值品牌打造的席位服务了。

因此，我的观点：书画本身的艺术品

牌应占99%，书画艺术家个人社会品牌仅

占1%。品牌，成就书画的艺术价值。

唯书画本身的艺术价值可名垂青史、

百世流芳，而书画家个人的名，也就是社

会品牌性，仅作为一个有别于其他书画艺

术价值品的一个符号而已。    

在这里，99%和1%的数理概念不是绝

对值，更无绝对的证据证明这个数值的唯

一性，而是一个简单的方向划分。

■ 行业快讯■

          山东省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

迎新年中国书画名家十人展
2011年1月8日至12日，在泉城济南-山东省博物馆举办

了"迎新年中国书画名家十人展"。此次展览的十大名家是：

吴作人、萧淑芳、沈鹏、刘大为、邓林、郭石夫、程振国、

郭公达、李涵、李晓林等。除吴作人、萧淑芳两位仙世外，

余者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并在书画艺术方面成就卓

著，正活跃在中国画坛的实力派中坚书画家。这十位大家的

书画艺术精品，犹如璀璨的群星，将齐鲁大地的艺术天空，

装扮的格外绚丽！

这次展览的主办单位：山东省委宣部、山东省文化

厅、山东省文联、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协办单位：山东

省美术家协会、中国书画报、中国工商银行山东分行营业

部。承办单位：北京银谷美术馆、山东省博物馆。这次书画

展，艺术水平很高，为社会增加精神财富，增强了美感享

受，是为社会和谐增加美德，可喜可贺！预祝展览会成功。

（来源：靳鹤亭）

——书画艺术家成功的反向理念
中国书画交易中心www.sh1122.com   董事长 吕源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  京  闭  幕
12月29日电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9日

在北京闭幕，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海为主席

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名单，主席：张海；副主席：王家新、申万胜（解放

军）、何应辉、何途耶奇（蒙古族）、吴东民、吴善璋、苏

士澍（满族）、言恭达、陈振濂、胡抗美、张改琴（女）、

赵长青（驻会）、聂成文。（来源：中国书画报）

部门支持：作品信息处理中心：0531-67810806   专项销售服务中心：010-64336112   书画信息全国信箱：sh112288@vip.163.com   广告策划服务中心：010-64336112   

全国书画、艺术品委托交易热线调度中枢：8008606266 4006406266   全国委买委卖交易信箱：wmwm918@163.com   全国交易QQ群：1群89317188  2群68255864  3群68290225  4群683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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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席位开通服务：13583102613  1355204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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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鼎艺术家■

张 建 中

■ 本期艺术之星■
高   伟 润格：
张   明 润格：
邓乃甫 润格：
宣永生 润格：
鹿庆春 润格：
朱士民 润格：
戴明友 润格：
张中海 润格：
邹本民 润格：
李国境 润格： 
蒙高生 润格：
曹文清 润格：
邵   辉  润格：
田庆振 润格：           
赵云龙 润格：
全心爱 润格：
丁文崎 润格：
刘文卿 润格：
邹友蒸 润格：
连燕堂 润格：
王一安 润格：
郭庆禄 润格：
李世麟 润格：
阮庆祥 润格：
杨树常 润格：
李学文 润格：
田美云 润格：
梁光彩 润格：
贺辉才 润格：
石昌德 润格：
李   利  润格：
王连庆 润格：
沈   鸽 润格：
周铁铮 润格：
陶世鸾 润格：
苏延龄 润格：
朱方炎 润格：
徐素素 润格：
石志远 润格：
刘鹏飞 润格：
林明深 润格：
李力民 润格：
刘文坤 润格：
张锡龙 润格：
张寿石 润格：
李凤魁 润格：
史学珍 润格：
刘福桥 润格：
杨   皓 润格：
王海军 润格：
李庆海 润格：
孙松灿 润格：
傅西路 润格：
张天祥 润格：
侯玉华 润格：
姚振华 润格：
李   钰  润格：
郝明然 润格：
张俊奎 润格：
张令猷 润格：
蓝    墨 润格：
许金宝 润格：
刘国亮 润格：
张正忠 润格：
章宇龙 润格：
王路平 润格：
金兴俊 润格：
黄胜元 润格：
蒲家瑞 润格：
廖顺强 润格：
秦    悦 润格：
逯新奂 润格：
张家启 润格：
刘庭安 润格：
李月振 润格：
张志勇 润格：
貟  文 润格：
董贵晗 润格：
姜鸿齐 润格：
吴   楠  润格：
余新志 润格：
韦普方 润格：
冯   岩  润格：
崔杰挺 润格：
余   衡  润格：
秦   雨  润格：
杨耘赋 润格：
张弟德 润格：
马   杰  润格：
姜国建 润格：
张人天 润格：
张娴婷 润格：
章月中 润格：
聂   川 润格：
陆桦林 润格：
黄   壮 润格：
张佳音 润格：
金占龙 润格：
姜卫东 润格：
王吉祥 润格：
谷向阳 润格：
董兵团 润格：
安学森 润格：
宿振福 润格：
陈建飞 润格：
张    栾 润格：
张顺培 润格：
籍忠亮 润格：
陈海泉 润格：
陈杰汉 润格：
杨玉辰 润格：
张   涌  润格：
贺   瑔  润格：
贾运武 润格：
江秉德 润格：
王    坚 润格：
周起长 润格：
陈宜中 润格：
黄中秋 润格：
逯仁德 润格：
徐宝喜 润格：
杨万胜 润格：
刘运生 润格：
潘德瑶 润格：
王金才 润格：
苏海舰 润格：
周尚国 润格：
董余年 润格：
秦三木 润格：
涂海云 润格：
洪瑞生 润格：
朱元寿 润格：
张振国 润格：

20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500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6000元/平方尺
4000元/平方尺
40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8000元/平方尺
5000元/平方尺
1800元/平方尺
70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500元/平方尺
80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4000元/平方尺
15000元/平方尺
50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12000元/平方尺
1200元/平方尺
500元/平方尺
10000元/平方尺
600元/平方尺
500元/平方尺
5000元/平方尺
1500元/平方尺
60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5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1200元/平方尺
15000元/平方尺
2500元/平方尺
5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2800元/平方尺
400元/平方尺
70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1500元/平方尺
5000元/平方尺
6000元/平方尺
10000元/平方尺
25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8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5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2800元/平方尺
500元/平方尺
800元/平方尺
6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6000元/平方尺
1200元/平方尺
25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100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800元/平方尺
20000元/平方尺
9000元/平方尺
24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20000元/平方尺
10000元/平方尺
60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2500元/平方尺
50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15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25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10000元/平方尺
8000元/平方尺
25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6000元/平方尺
1500元/平方尺
1500元/平方尺
800元/平方尺
9000元/平方尺
6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6000元/平方尺
45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5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200元/平方尺
18000元/平方尺
8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500元/平方尺
4000元/平方尺
25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3000元/平方尺
10000元/平方尺
1000元/平方尺
800元/平方尺
1500元/平方尺
2000元/平方尺
15000元/平方尺
1500元/平方尺
1500元/平方尺

2011年度
最新润格导航

  张建中字润华，出生于1928年，山东高密人。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联合国国际艺术教育

学会首位中国会员、美国中华艺术学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

协会顾问、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黄山画院院长、黄

山画会会长、国家

一级美术师，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

其作品多次参加中

国美术馆全国大型

画展并获奖；有的

作 品 被 中 国 美 术

馆、人民大会堂等

国家机关、院校收

藏；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山东、

安徽等多家媒体做

专题报导和评论；

多次应邀到香港、

澳门、日本、美、

英 、 德 、 法 等 国

家、地区讲学和举

办个人画展，为向

世界介绍传播中国

书画艺术，增进友

谊，作出了积极贡

献；出版有《张建

中书画集》、《张

建中花鸟画集》、

《张建中山水画

集》、《张建中中

国画作品集》，张

建中山水画纪念邮

票全国发行。

张建中是黄山

画派当代代表性著

名画家。他自幼习

画，半个多世纪以

来，专心研习黄山

画派渐江、石涛、

黄宾虹等大师的作

品与理论，取得非

凡成就。他的山水

画用笔得力于渐

江，但有新发展，

更富变化。在墨法

上，他吸收石涛泼

墨和黄宾虹的积墨

法，浓淡干湿的墨色打上聚散有致的墨点，使画面达到了笔

墨厚重华滋的效果，具有鲜明的独特的个人风格。

直售电话（经纪人）：13522008136范先生
国际席位 ：zjzh.sh1122.com

九鼎艺术家鉴评委员会 隆重推荐

九鼎艺术鉴评：极具收藏价值
九鼎艺术家委员会 常务会长：靳鹤亭  教授

02 责任编辑：张义玲

美术编辑：薄路娥

责任编辑：耿子翔

美术编辑：薄路娥

师百卉真迹专营店

本画廊已有十几年的收藏史。自成立以来，收藏

并征集一批当代著名画家、书法家的经典作品，画廊

着眼于弘扬民族文化，增强艺术品交流，维护广大书

画收藏及爱好者的利益，为广大书画收藏、爱好及经

营者提供良好的书画艺术品买卖交易窗口。

本画廊现主营师百卉师大师的经典国画及书法作

品，其他还有爱新觉罗·祺祥、张大千、傅抱石、王

雪涛、黄胄、陈少梅、启功、欧阳中石、范曾、张海

等近现代及当代著名书画名家的精品原作。

本店郑重承诺：所有藏品绝对保真，欢迎中外各

界书画收藏、爱好及经营者前来交流。

画廊经理：孙晓州
电话：0533-2877777    手机：15653327777
国际席位：sbh.sh1122.com
E-mail:sxz7108@163.com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武警接待处

■ 画廊T型台■

■ 潜力作品推荐■

齐昌硕，又名赵栋，1964年生于青

岛市，大学本科毕业，精心研究山水画

和花鸟画，在这两个领域均获得突破性

成果，因而其作品获得省级以上大奖，

并受到国内外各界收藏家的喜爱。现为

职业画家、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专家、中

国书画交易中心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

齐昌硕的国画作品非常成功地将笔

墨与色彩结合起来，其在笔墨和色彩运

用上颇具功力，其所创作的画面优美，

独具特色。

鲁若曾 1937年生于北京。现为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艺术委员会会员、

北京世纪名人国际书画院院士、北京关心

青少年教育协会理事。1960年7月毕业于北

京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先从事教

书与教师进修工作，后作教研工作。作品

经常参加北京及全国大型美展。在中国美术

馆举办个人油画展，北京电视台制作专题

片，多次播放。油画及国画作品在《人民日

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人

民画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

《法制日报》、《科技日报》、《人民政协

报》、《美术》等数十家报刊发表，并为中国美术馆、全国政协及中外友人所珍藏。出

版画册《鲁若曾油画选》、《油画精品选》、《中国画作品选》、《鲁若曾画集—鲁若

曾绘画五十年精品选》，作品入选中国美术家大辞典及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名作博览、

《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美术集）、《20世纪北京绘画史》、庆香港回归书画

集《回归颂》和《中国画

卷.师魂颂》。中国画作品

多次荣获金.银奖并作为国

家领导人出访的国礼。主

编北京市九年义务教育北

京地区民间美术中小学教

科书与教参共十册，主编

中小学素质教育丛书（美

术卷上、下册）。

当前润格：10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671066905
国际席位：lurz.sh1122.com

陈益民 男，1962年出生，江苏苏州人。

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书法艺

术专业。国家二级美术师。

自幼爱好书画篆刻。八十年代中期参

加河南书法函授院学习，师从著名书法家周

俊杰先生。并得洪丕谟、葛鸿桢等沪、苏名

家指点。在京学习期间曾得到欧阳中石、刘

艺、刘正成、白熙、高慧敏等先生指点。

理论与创作兼顾，书法作品及文章发表于

《书法导报》、《书法报》、《青少年书法

报》、《苏州日报》、《姑苏晚报》、《城

市商报》、《江南时报》、《中国核工业

报》等。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员会、苏州市书协

创作委员、中国友声书社社员。

作品入展：

首届江苏书坛新人新作展；第一届全

国扇面书法大展；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

展；首届“小榄杯”全国县镇书法大展；苏

州市中青年书法家十二人提名展；中国书法

名城苏州作品展；“枕水墨相”吴门八友书

法展。

艺术感言：

书法是线条的艺术，这根出神入化的线

条显现了人的心迹。所谓书为心画是也。

当前润格：3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5952448303
国际席位：cym.sh1122.com

尤春寿，江苏省丹阳市人，1934年

生于山东省济南市，自幼酷爱书画，从事

美术设计工作几十年。60年代书画家黑伯

龙、陈维信、张彦青等山东省著名书画界

老前辈的影响和指导下，致力于中国书画

艺术的刻苦钻研，在绘画中继承传统，师

法自然，博采众长，刻意求新。诸多作品

发表于省市报刊。并多次参加省市及全国

性展览。所作山水画气势磅礴，花鸟画笔

墨潇洒。书法以行草见长，深受广大爱好

者和专家的好评。

现任山东华泰工艺品有限公司，济南

英华工艺服务中心设计总监，山东兰竹画

院院委，山东省九州书画院副院长。

邓春田，字耕野，童年读私塾，尤酷

爱书法艺术。六十年来，临池未辍。故真、

行、草、隶诸体皆功。

多次在全国书画大赛和国际大赛中获

奖。作品入编多部精品书画典籍和名人名家

辞典。作品被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中

国书画收藏研究院等多家文化部门，企事业

单位和个人收藏。

2004年11月6日．11日作为特邀嘉宾在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参加文化艺术交流研讨会

和范曾等全国知名大家切磋技艺并与国家领

导人李长春、陈至立等合影留念。

形意草书正奔“马”首列选刻在涞水县

野三坡2008米长的庆祝奥运纪念碑上。其作

品在全国各省市巡回展出。后创回头“马”

在2008年7月14日．18日在军博馆展出，二马

分别获得金奖和特等奖。

2008年3月15日．16日全国政协特邀参

加了十一届一次会议闭幕式。

现任中华名人协会中国书画研究院名

誉院长；中国书画名家研究会副理事长；中

国艺术学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书画

导师、国际一级书法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

事、中国一级书法师；中国当代实力派书法

家、北京晚晴书画院院士

当前润格：10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5830885566 
国际席位：dcht.sh1122.com

罗臻，1963年出生于陕西西安市，现定

居北京。1985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从事油

画、国画、毛笔、硬笔书法近30年。所作字画

气势磅礴、功力深厚、艺术全面、自成一家，

使睹者叹为观止。2008年8月应中央电视台第

七套《军事科技》栏目之约，为《周末开讲》

题写台标。其作品多次在全国书画大赛和中、

美、日、韩、法及东南亚地区获奖入典。500

多幅作品被中央领导(国家主席胡锦涛，原国

家主席江泽民，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等国家领

导)、知名人士、国外元首、众多美术馆、博

物馆收藏，实为欣赏收藏珍品。

职务：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协会秘书长；中国书画

研究会会员；日本书道学院名誉副教授；京都

罗臻书画院院长；韶山市毛泽东书法艺术馆馆

长；京都义兴斋董事长。

2006年7月《蓬莱仙境》被中国美术馆收

藏；2006年7月《赤壁怀古》被中国美术馆收

藏；2007年12月精书《美国独立宣言》35米长

卷作为国礼赠送美国总统布什收藏。《怀素经

文》60米长卷作为国礼赠送法国博物馆收藏。

六幅《碑文》赠世界最大的开封翰园碑林刻

铭。十五幅《书画作品》赠西安博物馆收藏。

2006年被评为百位青年文化名人。2006

年中央电视台数字频道开播典礼，参加者共有

世界22个国家及大型书画展并获奖。

当前润格：15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891896394
国际席位：lz.sh1122.com

当前润格：3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0531-86295568
国际席位：ycs.sh1122.com

当前润格：2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5192703215
国际席位：qics.sh1122.com

中国书画交易中心www.sh1122.com 友情单位

中国书画交易报 九 鼎 名 家 中国书画交易报 潜 力 名 家

马青原，别署耘心轩主人，民盟会员，毕

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书法本科，获学士学位。后就

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张荣庆书法艺术工

作室及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重彩画研究生课程

班。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市工笔重彩

画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一刀

印会会员，温州市龙湾区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

温州市龙湾区政协书画院书画师。 

书法作品入展情况：第二届中国兰亭奖安

美杯书法展，全国第四届妇女书法篆刻展，第四

届全国教师书法大赛毛笔组三等奖，华夏和谐颂

杯华人书画展书法组金奖，纪念吴道子书画展书

法组金奖，第二届韩中日书画交流展，韩国第五

届直指文字书法展，第三届浙江省青年书法展，

第四届浙江省中青年书法篆刻展，第五届全浙书

法展等等。作品先后在新加坡，泰国，韩国，日

本，瑞典，法国，埃及等国家展览并被国内外多

家艺术机构及个人收藏。

当前润格：3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销电话：13240963792
国际席位：maqy.sh1122.com     

全国书画、艺术品委托交易热线调度中枢：8008606266 4006406266   全国委买委卖交易信箱：wmwm918@163.com   全国交易QQ群：1群89317188  2群68255864  3群68290225  4群68329136  

书法名家     马青原

国画名家     齐昌硕

国画名家     鲁若曾

书法名家     罗臻

山水名家     尤春寿

书法名家     邓春田

国画名家     陈益民

全国书画、艺术品委托交易热线调度中枢：8008606266 4006406266   全国委买委卖交易信箱：wmwm918@163.com   全国交易QQ群：1群89317188  2群68255864  3群68290225  4群683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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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5日    星期三   第1期
国际席位开通服务：13583102613  1355204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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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权，山西原平人，国家一级美术

师,中国书画研究院研究员,山西省美术

家协会会员,宋庄国际书画院院长,原平

市美术厂书记，中国书画交易中心常务

委员，原平画院院长,擅长画牡丹。作品

多次参赛并获奖。

当前润格：2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834498573弓俊嘉
国际席位：gongquan.sh1122.com

邓于，1957年生。毕业于天津工业大

学设计艺术学院。擅长国画人物、动物，花

鸟，作品受到国内外各界收藏家的亲睐。现

为四川徐悲鸿张大千艺术研究院理事长、研

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职业画家、中国书画

交易中心管理委员会常委副主席、国际艺术

家评估与推广委员会理事、并被评为五星级

画家。

国画作品《峥嵘岁月》选入《纪念陈毅

元帅诞辰105周年、谢无量先生诞辰122周年

百米书画长卷》展，并被四川乐至县陈毅纪

念馆收藏。国画《福乐》、《母子情深》、

被中国书画经营家协会收藏。并邀请参加

中国书画代表团，赴澳门、菲律宾、台湾交流考

察，并办展览。

2008年慰问驻守太平寺机场，成都抗震救灾

先进空军部队。国画《世世平安》、《军民鱼水

情》被中国人民解放军95788部队政治处收藏。

赤水市美术作品精品展国画作品《奥运雄

风》被评为一等奖。《军魂》、《大爱无疆》被

四川建川博物馆收藏。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八十二周年慰问“抗震救灾英雄陆航团”国画作

品《鸡遇》、《军魂》被中国人民解放军77116部

队政治处收藏、《富贵长久》、《达摩主师》、

国画作品刊登在新中国国礼艺术大师画册中。

《金玉满堂》、《鱼乐之年》国画作品刊登在中

国铁道出版社出版《画里故乡》画册中。有9幅

国画作品刊登在中央团结出版社出版的《画坛七

贤》画册中。2010年1月荣获美汛杯。中国艺术与

财富杰出年度人物银奖。国画作品《闻鸡起舞》

被望丛词博物馆收藏，并出版书画集。

当前润格：3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980601218
国际席位：dy.sh1122.com

江治安，字江山，号临风阁主，1947年生，

江西余干人。系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国家友好

画院特聘画师，中国书画交易中心常务副主席，

中艺名（北京）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国画院

副院长，京化兰亭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书法，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书画师，中国美术家协

会江西分会会员，中国民族艺术家协会副会长，

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文化艺术发

展促进会会员，新加坡新神州艺术院高级荣誉顾

问，中国历史博物馆画廊特聘画师等。百余幅作

品分别在大展中入展，获金，银，铜奖。获炎黄

子孙国际展二等奖，世界华人艺术家协会第二，

第三，五届书画艺术大展荣誉金奖，纪念辛亥革

命九十周年两岸名家邀请展一等奖，获第二届徐

悲鸿奖，获国粹奖入展奖，国宝奖，获石涛原创

艺术书画大赛银奖，获全国第四届特奥会书画大

展铜奖，获2008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组委会

巨幅国画创作特殊献奖；应邀为奥运会制作《奥

运会火炬传递图》。作品入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亚

亨杯，纪念孔子诞辰2500周年大展，纪念中国共

产党诞辰80周年《伟大丰碑》展，中国近现代书

画作品展，首届全国画院院长作品展等，作品捐

赠北京第11届亚运会，第四届联合国妇女大会，

中国红十字会，世界华人艺术界联合会义拍，四

川汶川地震灾区。为曲阜孔子纪念馆，湘潭齐白

石研究会，中国文化艺术城和海内外艺术馆，博

物馆，画院和民间收藏，评为省文联德艺双馨先

进工作者，世界华人杰出艺术家，杰出民族艺术

家，二十世纪中日书画名匠，2004年中国书画名

人等，2007年评为国学家，国学金奖，国学功勋

艺术家等。2008年聘为国家友好画院特聘画师，

作品和传略收入几十部辞书和作品集。

当前润格：20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097394788
国际席位：jza.sh1122.com

单明波，号大瓠，青岛人。八十年代师从著名

画家刘世骏、蓝立克老师学习中国画。2001年就读

于青岛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班，2008年就读于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院中国画研究生班。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画院画师、青

岛花鸟画研究院副院长、民革青岛中山书画院秘书

长、北京万葫堂美术馆副馆长、清华大学中国画高

研班刘怀勇导师助教。

当前润格：3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0532-82896555    13808999396
国际席位：smb.sh1122.com

欧阳阜成，号遂，祖籍湖南。1943年

出生于书香世家，系宋朝文人欧阳修<六一

居士>之后。现为中国书画研究院理事；

中国民族文艺协会形象大使，世界教科组

织联合协会名义主席暨首席艺术家；中国

仿毛体指法书法家协会会员。从小受家庭

熏陶，酷爱书法。行、草、隶、篆各有所

长。文革时期，专攻毛泽东诗词手迹，心

摹手追、孜孜不倦，十年不惜。在此基础

上，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传统文化，70

年开始研究指书艺术。指书是以手指为书

写工具，蘸墨创作的书法作品。既有毛笔

的笔锋和神韵，又有指法的力度，风格独

具、耐人寻味。是祖国传统书法艺苑的一

支奇葩。经过4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练就了具有神形兼备的特色作品——指书仿毛

体。作品曾被国家领导人及海内外爱好人士收藏，并多次在全国书法大赛中获奖，指书仿

毛体已成为我国书法书写的一大亮点。

当前润格：1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993773772    国际席位：ouyangfc.sh1122.com           

李萨，1955年生，历任战士，护士，政治处干

事，医务图书管理员，俱乐部主任等职。

自幼爱好美术，尤其酷爱剪纸，1976年夏参加

吉林省（扶余）剪纸创作学习班，在吉林日报发表第

一篇剪纸作品。1977年与李华伟合作，创作剪纸参加

总政治部、文化部主办的庆祝建军50周年全国美展。

1982年再次与李华伟合作，创作剪纸参加庆祝建军55

周年全军美展。198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李萨

的剪纸艺术〉纪录片。1995年剪纸作品〈百猪图〉参

加首届中华巧女手工艺品大奖赛。作为唯一的军队代

表，与全国百名巧女受到陈慕华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多年来在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作品逾千件，获得全

国/全军/省/市/行业美展，剪纸大赛的金/银/铜等奖

项多次。曾获得：〈中国剪纸德艺双馨奖〉〈新中国

剪纸艺术家〉荣誉称号。“金飞鹰奖”“首届世界民间艺术大师”终身成就荣誉称号，出版

剪纸专辑2本：被收入《中国当代剪纸家》《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2》《世界华人文学艺术

界名人录》，《中国民间文艺家大辞典》《中国剪纸艺术人名大典》等书中。作品被收入多

本剪纸书籍中。

组建齐齐哈尔市剪纸学会，任首届会

长。组建辽阳市剪纸学会，任首届会长。现

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剪纸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华文化促

进会剪纸艺术委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剪纸学

会副会长、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辽宁省

摄影家协会会员、辽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

主席兼任辽阳市剪纸家协会会长、辽阳市乡

土文化研究会理事。

当前润格：2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654275871
国际席位：lisa.sh1122.com

萧文生，湖南祁东人，1943年生，

寒门弟子，平生从事过工农兵学商，蹲

过机关，呆过基层。自祁东县工商局副

局长任上退下来后，致力书法研究，博采众长，自书自悟，以书陶情。几年来，在全国

书法大赛中已获奖91次，其中特等奖1次，金奖48次，一等奖6次，银奖12次，二等奖5

次，铜奖3次，其他奖11次。书法作品已入编《中国书法家作品选集》第三卷、《中国

书法家图鉴辞典》、《中国古今书法家作品选集》等104部大型典籍，并分别被有关部门

授予“中国当代书画名家”、“中华名流·当代百佳艺术家”、“二十一世纪著名书画

家”等58个光荣称号。

当前润格：1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272218611             
国际席位：xws.sh1122.com

沈从斌生于1958年，2004年定居上海，童年时期的中国

画启蒙老师为戴学正、石奇及方介堪先生,70年代后又师从著

名画家谢稚柳、应野平、陆俨少先生。曾问道于王个簃、唐

云、程十发、朱屺瞻等老前辈，1994年毕业于北京画院高研

班.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当代水墨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上海现代文人书画社社长,上海五岳画会会长，上海王一亭艺

术研究会理事，澳门中华慈善书画院副院长,浙江西泠书画院

特聘画师,民

革广东孙中

山书画院特

聘画师,上海

陆俨少艺术

研究会画师,

浙江中国画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作品多次参加各种全国性画

展,并选送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展出,

又在北京、上海、山东、甘肃、安徽等地举办

个人画展。作品在国内近百家报刊上作了专题

评论。2006年被北京《收藏导报》评为“中国

当代最具升值潜力中国画100家”之一，多次参

加崇源、国际、翰海等拍卖公司大拍和成交。

出版《中国当代书画名家—沈从斌》、《中国

近现代名家画集—沈从斌》等画集。

当前润格：8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370028406
国际席位：scb.sh1122.com

任朝璋，北京市通州区人，大专文化。荣获世界华

人杰出艺术家，共和国功勋书画家，全国首批文化和谐使

者、中国书画艺术百佳等荣誉称号。

为通州运河书画研究会美协理事、中研星光文化发展

中心会员、画师、世界华人艺术家学会一级书画师、研究

员、世界华人艺术网特邀艺术顾问、中国书画研究院研究

员、中国书画文化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国学杂志社副理

事长。作品在参加各阶层组织文化交流活动中联系实际的

学习与制作、又得到北京日报美术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

究所、中央美术学院美协、北京画院老师们的指导。在大

型纪念与文化交流活动中入选或获奖牌、奖杯、勋章、金

紫荆勋章、有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多幅作品被国内外

友人收藏，部分作品入编《世界华人作品集》、《中国艺

术家优秀作品集》、《中国翰

墨艺术宝库》、《世界遗产杯

国际书画大展精品集》、《中

国电视大奖赛精品集》、《中

外知名人物理论创新宝库》、

《中华名人格言》、《中外

哲理名言》、《中华书画精

典》、《世博中国艺术经典新

中国当代艺术2010年上海世界

博览会》等。

当前润格：8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010-61559923
国际席位：rcz.sh1122.com

杨守存，1951年生，山东省莒南县人。1978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

留校后一直从事党政管理工作和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曾任原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分党委

副书记、日照校区党群工作办公室主任、经济法政学院党总支书记、日照分部党总支书记等

职。并先后兼任中国教育家研究会理事，中国国情研究会研究员，山东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理事，山东省民办高校党建工作联络员，山东省民办高校督导专员。

从小爱好中国书法，工作之余，能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潜心研习中国书法，能认真阅读

中国书法史，力求对祖国书法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在研习书法的过程中，

努力做到不受门派和时代的局限，集众家之长为己所用，下决心写出更多的符合时代要求和

人民喜爱的书法作品。

为大力弘扬书法艺术，不断推进书法的创新与普及，还积极为中文、历史、政治、体

育等专业的大学生开设过书法课。期间，除自

己编写书法教材外，还参编了全国统一发行的

《书法概论》、《书法教程》等著作。同时，

还经常应邀为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朋友创作书

写了大量书法作品。

现为山东省书画学会理事，山东省书法教

育研究会会员，曲阜师范大学书画协会副秘书

长，教授。

当前润格：15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326338668
国际席位：scy.sh1122.com

郭继功，字是铁，艺名求真，山东

聊城市人。现任陕西省华夏草书研究院院

长，陕西书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

江都书画院名誉院长，香港中华文化艺术

研究院荣誉院长、理事长，陕西炎黄文化

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炎黄书画院副董事

长，《炎黄书画》主编，世界科教文卫专

家，国家一级书画师，中国书画交易中心

会员。

当前润格：15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806350398  郭孟光
国际席位：gjg.sh1122.com

书法名家     欧阳阜成

部门支持：作品信息处理中心：0531-67810806   专项销售服务中心：010-64336112    书画信息全国信箱：sh112288@vip.163.com   广告策划服务中心：010-64336112 

国画名家     邓于

书法名家     杨守存

国画名家     弓权

书法名家     郭继功

剪纸名家     李萨

国画名家     单明波

山水名家     沈从斌
山水名家     任朝璋

书法名家     萧文生

山水名家     江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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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印先，河北唐海县人。1952年生，毕

业于唐山教育学院中文系。多年来志立于中国

山水画的创作研究，以探求和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之内涵，经过不懈的努力，在艺术上具

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作品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风格，在题材和技法上均有所创新，不同于传

统题材和其它流派。业内人士评价认为，画作

清新自然，气韵生动，着重意境，注重笔法，

富有诗意。艺术成就得到美术界众多同仁的肯

定，国内外很多艺术组织都邀请加盟。

1992年在北京《科技日报》发表作品，

1993年在唐山书画院举办个人画展。1996

年获第二届“王子杯”海峡两岸书画大赛

银奖；1998年作品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

的“中亨杯”全国书画大展；1999年获中国

书画“画圣杯”大赛优秀奖；2001年作品获

《香港海内外书画名家精品展》金奖；2002

年论文《我的绘画浅见》收入《中华学人理

论文献》一书。艺术成就收入《走向21世纪

的中国资源》、《中国世纪专家》、《世界

名人录》、《中国专家大辞典》等多部辞书

中，并获“世纪专家”称号。

当前润格：1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5930571831
国际席位：hyx.sh1122.com

周河河,1958年生，河南人，毕业于河

南大学艺术系。中国美术家山水协会会员、

中国榜书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

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任海口宣

艺画院院长，作品多次在全国大展获奖。

一九八六年作品《江南秋趣》入选河南省第

一届中国画画展；一九八七年作品《山村晓

意》入选河南省首届山水画画展；一九八九

年作品《秋声》入选全国青年国画展；

一九八九年作品《古源秋歌》入选全国“黄

河流经这片土地”美术作品综合展；二OO三

年作品《人家情深》入选全国中青年六城市

画展。二OO八年广西系列写生作品及书法作

品被选送至美国参加“中国实力派画家”

画展，并获金奖；近年来，为海口市美兰

国际机场绘制多幅大型主题壁画，为三亚

红树林渡假会展酒店绘制数百幅热带雨林

花鸟壁画，得到使用方及有关业内人好

评；近年来，培养出的学生在海南省第一

届、第二届青少年书画大赛中多人次获得

殊荣。

当前润格：36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158911663
国际席位：zhhh.sh1122.com

张明，笔名泉石，男, 1958年9月25日生,黑龙江

省、虎林市人,大学本科文化,中共党员,性格直爽,为

人坦诚,勇于探索,乐于助人。

自幼喜爱书法,参军后更为亲近翰墨,几十年工作

之余,博涉古代碑帖,书法初学柳公权，继学二王，后

攻欧体楷书，是一位欧楷功力型、实力派，重传统、

步正途、勇往直前，不求果报，做正统墨客。“规规

矩矩写汉字、实实在在做好人”是其终生恪守不懈的

追求。“中华汉字不朽、中国书法长青”是其坚定不

移的信念。

当前润格：1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946830096
国际席位：zhangming.sh1122.com

陈英，号：武虎堂主人，北京市人，1968年1月出

生，现为中国书画家研究会会员。自幼酷爱中国绘画，业

余爱好画虎、、山水，尤其对虎很感兴趣，因为虎为世人

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但是他当时虎画的不精，苦练九年，

相识一位燕京书画社武建华老师，得其指导，加之他不断

的写生临摹，自学不辍，同时揣摩中国山水画，经常到公

园观察虎的形态、动作、神情和生活习性，留心绘事，，

寂寞笔耕十五年，并得到著名一级画家鲍岳廷老师(是李苦

禅、吴作人、·李可染大师的高足)的点拔，逐渐形成自

己的风格。鲍老先生为了鼓励自己的学生，为他亲自题匾

“武虎堂”。

九六年创作国画《下山虎》被中

国书画家研究会收藏，在跨世纪98和

平、友谊、繁荣、进步、翰墨作品大

联展中，作品《雄风》分别于98年10

月在中国美术馆和12月在中国革命博

物馆展出，并作为珍品正式被收藏。

近年来，随着交流活动增多，其作品

被日本、法国、新加坡、意大利等国

际艺术界人士收藏。

当前润格：35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8701071532
国际席位：chenying.sh1122.com

巩作义，号渭舟，1950年生，南京大

学毕业。现为中国书协会员、山东省书协会

员、甘肃省书协会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

山东水彩画院副院长、山东教育学院书法客

座教授、山东省慈善总会理事、全国著名书

法家。他家学渊源，学书始从汉碑入手，上

追钟鼎、甲骨，旁及北魏刻石、晋、唐到

宋、元、明、清。他能写真、草、隶、篆各

种书体，犹以隶书最精。作品厚重、典雅，

雅而不俗。作品先后入展“全国第二届正书

大展”、“第四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等

二十多次大型书展，并获奖。作品被毛主席

纪念堂、天安门、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大

学、捷克驻中国大使馆等四十多家重要场馆

收藏。作品应邀在毛主席纪念堂和军事博物

馆参加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O周年和邓小

平同志诞辰1OO周年的大型书画展。为澳门书

写十米巨幅“归”字。多次在电视台演播厅

现场表演书法大字。出版有《巩作义书法作品

集》。多家省、市级电视台多次做过专题采

访。录制的多部专题片在多家电视台播出。

1994年甘肃天水电视台录制了专题片

《巩作义的书法艺术》；1996年作品分别在

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北京人民大会堂收

藏；2002年为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创作了百米

长卷；2004年8月在甘肃美术馆举办个人书法

作品展；2005年9月巩作义个人书法作品展在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展出；2006年元月巩作义

先生被聘为山东水彩画院副院长。

赵朴初先生曾说过，一位真正的书法

家六十岁出名也不晚，而巩作义先生五十出

头，已经名声鹊起，获誉等身，实属罕见。

作义先生是一位从生活到创作历经磨难而被

书坛认可的书法家。不用讲他本人具有先祖

的遗传灵秀，也不用讲他师承多少名师的慧

智，单就他修养与个性的展现，足以验证他

日后必有极高的书法成就。

他精通各种书体，首以隶书见长。他深

谙汉碑的奥妙，久经研摩，深得其法，已表

达出强烈的个陛色彩。融会贯通，形成自己

独有的儒雅、丰腴、和谐的风格，这是极为

难得的。

被誉为“半为魅力半为仙”的清代隶

书大师金农，不受前人束缚，做到了游戏通

神、自我左右，创作出独有的隶书情趣。而

作义先生则以其优雅气质，把隶书创作得

结构如生，点画有序，不越雷池而笔墨生

辉。——这是十多年前，一位著名书法评论

家对巩作义书法的评价。

十多年来，由于他苦攻甲骨、钟鼎、汉

碑、经石峪、北魏刻石，在作品创作中，颇

能得心应手、娴熟地把各代书风集古存真，

熔铸一体。从他的作品中，既可以看出他的

才气、灵气和悟性，又可以看出他的勤奋、

刻苦和执着追求。他汉碑的功底很深，如八

条屏“朱伯庐冶家格言”，作品气势磅礴，

用笔老棘，五百多字一气呵成。从这幅作品

可以看出，他临写汉碑的广泛、准确。既有

《乙瑛碑》的端庄凝重，又有《礼器碑》的

道劲肃括。既有《史晨碑》的古厚朴茂，又

有《曹全碑》的挺劲秀丽。很多字中体现篆

势、分韵、草情。他用笔自然，柔中带刚，

撇笔挥洒，横笔涩润，捺笔挺拔，钩笔沉

重，点法多姿，注重神采，力求多变，形成

了他结构谨严，笔划精劲，美妙秀丽，雅而

不俗的风格。

他先后在甘肃省美术馆、山东省美术

馆、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型个人书法作

品展。在香港、澳门、澳大利亚、柬埔寨等

地举办书法联展。每到一地，均受到当地同

道的高度赞赏。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他为

母校创作的百米长卷永久珍藏在南大博物

馆。曾到中国书法学院和中国书法培训中心

学习深造，博采众长，各种书体大有突进，

特别是隶书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作者系《东方汉语写作》副主编 

当前润格：15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869113048
国际席位：gzyi.sh1122.com

杨永会，男，1953年10月出生于安徽定远。

别署怡然斋主。曾就读于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汉语

言文学专业，现为定远县广播电视局总编室主

任。书法先习“二王”、柳、颜、欧，继而主攻

褚遂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清

秀、高雅、严谨”的艺术风格。作品曾在全国举

办的书画大赛中20多次获奖。主要作品被收录于

《中国当代书画艺术博览》、《当代杰出书画艺

术家新作博览》、《首届“诗圣杯”全国诗书画

大赛精品集》、《国际书画名家名作博览》、

《辉煌中国·全国老年书画家珍品典藏》等10多

部大型艺术丛书。获奖作品在全国政协礼堂展

出。个人被授予“中国书画领军人物”、“当代

杰出书画艺术家”、“拥军爱国优秀艺术家”、

“新时代艺术开拓者”、“传承历史优秀书画艺

术人才”、“中国书坛画苑中坚人物”、“中国

古文化优秀传承者”、“德艺双馨艺术家”等荣

誉称号。

作者现为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

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艺术研究会理事，翰墨书

画院院士。

当前润格：12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013028660
国际席位：yyhui.sh1122.com

朱家旺，云南宣威龙场人，生于1949年12月，现为

(国际)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云南省老干部书协、诗词协

会会员，中国文化艺术城高级书画师兼艺术委员会理事。 

1999年，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其第一本《书法字帖》颇受

书法爱好者们青睐。2000年书法作品经文化部艺术品价值

评定。2001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其《字帖集(二)》、

2003年该公司出版其《字帖集(二)增订本》及《诗文选集

(一)》均颇得社会欢迎。 2O05年书法作品经中国书画艺术

委员会及人民日报社书画研究中心等处专家评审，被《人

民日报》、《中国书画报》等报刊登。 1998年《家旺书法

集》被宣威市档案局(馆)征藏。 1999年以后其书作先后被

国内外多家博物馆和艺术机构珍藏，并入编《中国国粹奖艺

术大典》、《中华国宝奖书画艺术大典》、《中国书画名家

大典》等多部典集，个人在数十次内外书展书赛中获奖。

                                                 当前润格：3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5974657108    国际席位：zjw.sh1122.com                                     

王建军,汉族，1967年生于甘肃临洮，

笔名弋舟，北风堂主人，本科学历，著名骆

驼画家，从师于著名画家范有信教授，并受

到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先生指点。现为中国

国画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书画师、

神州画院名誉院长、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甘肃省美术教育研究会理事。作品多次

参加国内外展出，部分作品被中国历史博物

馆、日本富士山株式会社、某军区外宾接待

厅等单位及国内外友人收藏。中央电视台、

定西电视台专题报道。出版个人专辑《中国

当代实力派画家——王建军》、《名家心

象.中国当代绘画名家——王建军》、《墨之

韵.王建军大漠风情》等。

当前润格：18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079369678     
国际席位：wjj.sh1122.com

祁秋霖 ，字韵通，号田园墨人，1957年生于江苏

新沂，1955年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毕业。1997年中国书法

培训中心研修班结业，荣获优秀学员奖。 1995——2000

年，先后荣获全国“少林杯”提名奖，第二届雕刻大赛

“珍藏奖”；“画圣杯”银奖、精品奖；荣获中国书协

楹联协会“青岛崂啤杯”三等奖入刻碑林及中青年百人

优秀奖等十多次。2001——2005年，先后获金奖二项，

壹等奖三项，终身成就奖等八项；共入编《中国当代800

名书画家作品润格精品集》、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中华当代书画作品博览》、《中国书画收藏精品荐

览》等15部典集。艺术职务：徐州市书协会员，翰墨书

画院士，中国书画艺术研究会理事，中国书法研究院艺

术会员等。润格：书法篆刻被中国收藏学术研究会、世

界文化艺术鉴定中心认定价值标准。

当前润格：5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0516-8813781         
国际席位：qql.sh1122.com

薛兆东，1969年生。现为潍坊市青年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海岳丹青学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理事，现就读于清华大学

当代艺术创作研究生课程班。曾得到欧阳中石、邱

振中、何应辉、刘正成、刘文华等著名书法家的精

心指导。作品多次在中国文联、中国书协、西泠印

社等主办的全国权威书法大展赛中获奖和参展，在

全国各大书画专业报刊均发表作品或专题推介。作

品被全国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多次在台湾、

日本、美国、泰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获奖。出版

有《薛昭东书法作品集》。

当前润格：1000元/平方尺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573662056
国际席位：xzd.sh1122.com

王连庆号一耳、老莲。1964年生于山东安丘。师

从徐正濂、陈寿荣、郭子宣、郑学信、李绵祖等先生。

书法篆刻之外兼攻绘画、诗词。篆刻作品入选第二届流

行印风征评展、西泠印社国际篆刻选拔赛书法篆刻人

展2004 、2005《书法导报》国际书法篆刻年展。书法

绘画、诗词多次参加国内大赛并获奖,作品散见《书法

报》、《书法导报》、《青少年书法》、《中国书画

报》等专业报刊。现为中国书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书

画交易中心委员、签约书画家、万印楼印社理事、洪古

书画院篆刻评委会委员、隆鑫书画院院长。

当前润格：100元/字

市场反馈：最佳收藏期   升值潜力：★★★★★
直售电话：13563653230       
国际席位：wlq.sh1122.com

山水名家     霍印先

国画名家     周河河

书法名家     朱家旺

书法名家     张明

国画名家     陈英

书法名家     杨永会

书法名家     巩作义

国画名家     王建军
篆刻名家     王连庆

书法名家     祁秋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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