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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画院
2018
年展作品选登
赵长刚 问道 138cm×69cm

杨晓刚 村口 205cm×170cm

樊磊 繁华只是梦中身 123cm×123cm

刘慨 沉浸 110cm×80cm

李恩成 相遇之三 190cm×180cm

王栋 开山 170cm×140cm

李兴杰 幽梦乐土 180cm×145cm

倪惠明 柿子熟了 173cm×151cm

孙春龙 夜 180cm×97cm

云门张岩 吴门怀古 220cm×160cm

翟圣亮 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

吴磊 油漆匠 68cm×68cm

刘明波 更求何处可忘机 68cm×45cm

180cm×60cm

何邦辉 南海情怀 240cm×200cm

刘扬 东方欲晓 180cm×144cm

孙棋 青春舞动曲 215cm ×182cm

韩潇 开海 200cm×200cm

石巍 光阴故事 130cm×180cm

魏广 中国精神 200cm×200cm

杨雷 男青年 112cm×88cm

王梅言 上清园·预言 98cm×180cm

汇聚山东美术创作一线画家 展示山东美术创作最新成果 构筑山东美术创作高端平台 形成山东美术创作展览品牌

4

顾

2018 山东画院年展
主办单位：山东画院 山东美术馆
展览时间：2018 年 12 月 14 日
至 2019 年 1 月 6 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二楼 B4、B5 厅

2018年12月10日（第四十四期）

内部交流

广泛传阅

■报道画坛重大展事 ■跟踪画坛大家名家 ■沟通画坛学术信息 ■交流画坛中外资讯 ■展开名家个案研究 ■推出画坛青年才俊 ■勾沉画坛史海遗珍 ■推动形成齐鲁画派

汇聚山东美术创作一线画家

展示山东美术创作最新成果 构筑山东美术创作高端平台

形成山东美术创作展览品牌

2018山东画院年展
前

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举世瞩目，中国绘画历史悠久、蔚

扬中国精神的扛鼎之作、传世之作。20世纪50年代，北京画

明了方向，创作成为画院的中心任务，作品成为画家的立身

备受瞩目并首次推出的“2018山东画院年展”，创作团

为大观。中国独特的文化以及绘画，使美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院、上海中国画院相继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陆续建

之本。山东画院带领画家走到生产实践中，走进改革发展第一

队由山东画院在职画家、特邀选聘和公开招聘的签约画家组

于历史和人们的生活之中。自汉代翰林院起，历朝历代几乎

立画院，其画种已超出了中国画的范围，包括了油画、版

线，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身沉下去、情融进去，贴近时代脉

成，展出其55位参展画家的150余件优秀作品，集中展示了作

都建有画院和类似画院的机构，发掘、培养了无数杰出的艺

画、雕塑、水彩（粉）画等画种。山东画院于1986年8月创

动、汲取生活营养，强化责任担当，创作出了一批思想性、艺

者近3年来的美术创作成果，体现了当前山东美术创作的最高

术家，他们留下了数量丰厚的传世佳作，为中华民族留下了

建，建院以来，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

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为顺应新时代、实现新作

水准。展览旨在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汇聚山东美术创作

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履行创作、研究、展览、培

为，针对我省一直未能形成一个叫的响的美术创作展览品牌的

一线画家，展示山东美术创作最新成果，打造山东美术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创作

训、交流职能，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成为山东中国画

问题，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领导下，山东画院、山东美术馆

高端品牌，树立中国画坛鲁军崭新形象，发挥全省美术创作

与展示的构建主要表现在美术家协会与院校、画院与美术馆

坛的一支主力军，在推动山东文化强省建设、促进山东美术

以加强全省美术创作为要点，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引领导向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等机构，以美术的形式推动文化大发展，促进美术大繁荣，

事业繁荣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精心策划了每年一届的高端创作展览品牌

发展，展现新时代精神风貌，为推动中国美术事业繁荣发展

“山东画院年展”，定期在山东美术馆推出。

作出应有贡献。

在很多阶段都起到了引领与导向作用，推出了代表时代、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为文艺发展指

详细信息，于2018年 8 月 25日前申报。

文献链接

5、所有报名画家资料将由艺委会评选，选聘成功将第一

打造美术创作高端品牌 推动山东文化强
省建设 ——“山东画院年展”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签约画家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文艺思想为指
导，坚定文化自信，打造山东美术创作高端品牌，不断推出优
秀作品，引领全省美术创作，经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画院、山
东美术馆精心策划,将于2019年元旦前后隆重推出“首届山东
画院年展”。现面向社会公开选聘部分山东画院签约画家。
一、关于高端美术创作品牌“山东画院年展”
1、“山东画院年展”是由山东省文化厅领导下，山东画
院主办、每年一届、定期举办，由山东省文化厅推出的的全省
高端美术创作品牌。旨在不断推出代表山东最高水平的作品，
逐渐形成全国聚焦的50位画家。
2、参展画家50人，由山东画院在职画家、公开选拔和特
邀选聘的签约画家组成。

术水准，将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专家进行评审，择优参加展览。
5、展览展出时间为每年的年底，展出地点为山东美术
馆，展期30天。选聘画家需提前半年报送创作选题，提前两个
月将作品图片电子版和相关文字资料报送至山东画院。

1、签约画家自愿申报，经艺委会专家遴选通过后，举办
签约仪式，颁发“山东画院签约画家”聘书，聘期为三年。

1、画册宣传：为配合展览，每届年展编辑出版《山东画
院年展》大八开精美画册，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配有创作
随笔，艺术感悟文章等，除参展作者每人获赠画册两本外，
还将广泛寄赠中国美协、中国国家画院、各省画院、各大专院

2、媒体宣传：将邀请电视台对展览进行全方位跟踪报
道，并在专业美术杂志、期刊、报纸进行大版面的宣传，以扩

院进行交流展，扩大展览影响力，展现山东画家的整体风貌。
三、关于选聘年展签约画家
签约画家的入选，采取公开招聘与特邀选聘相结合的方
式。参加公开选聘的画家需具备以下条件，并填报山东画院签
约画家的信息表等有关手续。
1、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健康向上的审美追求，为
人正派、思想品德端正、遵纪守法。
2、从事中国画、水彩（粉）画创作（油画及其它画种将
在随后陆续推出），目前活跃在美术创作一线的山东籍画家，
年龄在50岁以下（1968年1月1日后出生）。
3、具有较高的专业创作和学术研究水平,作品曾在文化部
及中国美协主办的展览中入选或获奖。
4、填写《山东画院签约画家申报表》，（请见附件）；
提交代表性作品，高清图片10-15幅（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
称、尺寸、创作时间），入选及获奖作品请标注入选及获奖的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张桂林在签约仪式上讲话

山东画院签约画家签约仪式在济南举办
2018年11月14日下午,山东画院签约画家签约仪式在济南

“2018山东画院年展”参展作品评审
会议结果公告

画院联盟主席、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

山东美术事业繁荣发展，形成一个创作品牌，凝聚一批创作人

续3年没有作品入选的画家不再续签。

席、山东美术馆馆长张望，山东省画院联盟常务副主席兼秘书

才，推出一批创作成果，由山东画院在职画家、特邀选聘画家

3、签约画家享受山东画院在职画家所参加画院组织的创

长、山东画院副院长姜宏伟，山东画院办公室主任魏书波、创

和公开招聘的签约画家组成，举办每年一届的山东画院年展。

作、研究、展览与学术交流、采风写生等活动的同等待遇，参

作部主任王磐德、研究部主任杨晓刚、画家常朝晖、张德娜、

“2018山东画院年展”将于2018年12月14日至2019年1月6日在

加山东画院组织的公益笔会等活动的义务。

樊磊及相关工作人员，签约画家代表三十余人参加本次签约仪

山东美术馆举办，参展画家为56（含山东画院书法院2人）人。

4、签约期间，山东画院对签约画家的作品有研究、摄
影、录像、出版及宣传的权利。

式。姜宏伟副院长主持山东画院签约画家签约仪式。

为打造美术创作高端平台，推动山东文化强省建设，促进

“2018山东画院年展”参展作品评审会议11月30 在济南

张桂林副厅长在签约仪式上讲话指出，山东画院特邀选聘和

举行，来自北京及省外的专家组成了“2018山东画院年展”作

5、签约期间，签约画家在原单位工作关系不变。

公开招聘签约画家,是打造山东美术创作高端平台，推动山东文

品评审委员会。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委派机关纪委的同志对评

6、签约画家参展作品凡涉嫌抄袭、模仿他人作品者，一经

化强省建设，促进山东美术事业繁荣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希望

审进行了全程监评。评审委员会坚持“二为”方向、“双百”

发现一律取消参评、入选资格，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作者负责。

大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提高

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握时代性，弘扬

（2018年7月30日）

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紧跟步伐，彰显时代精神，

正能量；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的评审原则；坚持廉洁

讴歌时代风采，不断推出更多精品力作，打造一个叫得响的齐鲁

自律，不串联、不拉票，不谋私利、不徇私情，杜绝一切不正

美术创作品牌，展示山东省的美术创作水平和形象。

之风；坚持包括山东画院院领导在内的所有参评人员不得担任

“山东画院年展”公开招聘签约画家评
审结果公告
为打造美术创作高端平台，推动山东文化强省建设，促进
山东美术事业繁荣发展，形成一个创作品牌，凝聚一批创作人
才，推出一批创作成果，“山东画院年展”扩大画家阵容至55
人的规模，由山东画院在职画家、特邀选聘画家和公开招聘的

公开招聘签约画家的公告发出后，青年画家们申报踊跃，
经过资格审查入围待评画家为41名，8月27日下午“公开招聘
签约画家评委会”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41位入围
画家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评选，评选出十名公开招聘签约画家。

孔维克院长在讲话中简要介绍了画院的历史传承和山东画

评委，评审期间一律不准进入评审现场。评委会经过对54位参

院建院以来的发展情况，对“山东画院年展”创作团队的组成

展画家报送的233件作品认真负责的评审，最终评选出参展作

及公开招聘和特邀选聘签约家的评选情况作了说明。他表示，

品154件。

签约仪式的举行喻示着“2018山东画院年展”正式启动，希望

“2018山东画院年展”参展画家名单如下（按年龄为

签约画家能够通过这一平台，积极创作，推出更多无愧于人民

序）：沈光伟、刘书军、李学明、赵英水、高东方、王伟、岳

的优秀作品，把“山东画院年展”打造成一个具有山东特色和

海波、王小晖、韩玮、刘玉泉、于鸣辉、孔维克、曾先国、梁

全国影响力的品牌美术展览，为当代中国画坛增添新的光彩。

文博、于新生、宋丰光、李兆虬、赵长刚、苏海青、郭英华、

孔维克院长高兴的和签约画家代表签订了约定书，同山东省文

徐永生、孙成河、杨大鲁、张望、姜宏伟、吴勇军、李勇、王

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桂林、山东美术馆馆长张望一起为签约画

敬易、王绍波、王磐德、董海全、张德娜、卢冰、贾荣志、常

家颁发了聘书。

朝晖、刘明波、刘慨、华杰、吴磊、杨晓刚、李恩成、云门张

在签约仪式上，山东画院创作部主任王磐德宣读了《关于

孙春龙、华杰、倪惠明、石巍、李兴杰、杨雷、魏广、王

2018山东画院年展的通知》，并就征稿要求及相关筹备情况作了

栋、何邦辉、韩潇。
（2018年8月27日）

“山东画院年展”首批特邀选聘签约画
家评审结果公告

广、李兴杰、王栋、翟圣亮、韩潇、杨雷、王梅艳。

幸、二是激动、三是忐忑。山东画院久负盛名，代表着山东美术
创作的最高水平且名家云集，在全国声名赫赫是有很大影响的画
院，能有幸成为山东画院的签约画家我倍感荣幸。能够进入这样
一种平台令我感到十分激动。但还有一种与之伴随的就是忐忑之
心，面对当下全国美术发展形势的多样与跨越，人们对山东美术

山东美术事业繁荣发展，形成一个创作品牌，凝聚一批创作人

创作水平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高，要以此为契机和动力，创作出

才，推出一批创作成果，每年年初将在山东美术馆举办 “山

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山东美术的提高添砖加瓦。

东画院年展”，创作队伍由山东画院在职画家、特邀选聘和公
开招聘的签约画家组成。

姜宏伟副院长在主持签约仪式时说，签约仪式的举办，
标志着山东画院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签约的形式，组成了画院规

11月3日上午，“山东画院年展”组委会组织举办了

模最大、水准最高的美术创作团队。也标志着我省美术创作高

“山东画院年展”首批特邀选聘的画家评审。邀请了由北

端品牌“山东画院年展”首批54人的强大创作团队正式组建完

京和省外知名美术专家组成评委会，分三轮对47位申报的

成，一批代表齐鲁最高美术创作水平的精品力作将于年底在年

特邀选聘画家进行了认真的投票评选，由山东省文化和旅

展上隆重推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将更加丰富多彩，文

游厅委派机关纪委的同志进行了全程监评，经院领导班子

化惠民活动将增添新亮点，审美教育推广将大幅提升，也必将

和评委及监审同志对评选结果进行复议确认后，28人入选

大力推动山东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他在最后总结时强调，下

首批特邀选聘签约画家。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排序）：

步工作将坚持以习近平文艺思想为指引，提高政治站位，弘扬

于鸣辉、于新生、王小晖、王伟、王绍波、王敬易、卢

主旋律，尊重艺术规律，提倡多样化，认真落实文旅厅领导提

冰、刘书军、刘玉泉、刘明波、刘慨、孙成河、张望、

出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

苏海青、李兆虬、李学明、李勇、杨大鲁、沈光伟、宋

根人民，不忘初心，潜心创作，在高端品牌“山东画院年展”

山东省美协主席、山东美术馆馆长张
望在签约仪式上和张桂林副厅长、孔
维克院长为签约画家颁发聘书

（2018年11月30日）

示，今天来参加山东画院签约画家仪式怀有三种心情，一是荣

为打造美术创作高端平台，推动山东文化强省建设，促进

山东省画院联盟主席、山东画院院长
孔维克在签约仪式上讲话

岩、樊磊、刘扬、何邦辉、石巍、孙春龙、倪惠明、孙棋、魏

说明。签约画家代表、山东省水彩画学会主席王绍波发言，他表

家网站媒体进行报道，并在《美术杂志》、《美术报》、《中

3、省外巡展：省内展览结束后，将走出去与省外兄弟画

（2018年11月14日）

举办。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桂林，山东省

大展览的影响力。将在央视书画频道以及各省市电视台、数百

国书画报》等推出专版对50位画家进行专门报道。

（2018年11月3日）

优秀作品参加评审，作品展出不收取任何费用，展后退件。连

名单如下（以得票多少为序）；

校、图书馆等用于广泛宣传。

盛作出新的奉献！

2、签约画家需按规定时间及时报送代表自己学术水平的

签约画家组成，举办每年一届的山东画院年展。

二、推广与宣传

博、韩玮、曾先国。

四、关于山东画院年展签约画家的权利与义务

新性、提倡多样化，特别鼓励有温度、生活气息浓厚、弘扬主

4、参加展览画家每人提交3-5幅作品，为确保展览的艺

上不断推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为山东美术事业的繁荣兴

时间电话通知，没接到通知视为未被录取。

3、参展作品要求当年的最新创作成果，具有思想性、创

旋律的作品。

丰光、岳海波、赵英水、徐永生、高东方、郭英华、梁文

山东省画院联盟常务副主席兼秘书
长、山东画院副院长姜宏伟主持签约
仪式

领导同志为签约画家颁发聘书后合影留念

参加山东画院签约画家签约仪式的人员合影留念

山东画院创作部主任王磐德在签约仪
式上宣读《关于2018山东画院年展的
通知》并介绍相关情况

山东水彩画学会主席王绍波在签约仪
式上代表签约画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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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辉

2018山东画院年展作品选登
沈光伟 花开花落去
34×45cm
高东方 边城古镇
100cm×70cm

刘书军 议政 80cm×194cm

孔维克 香凝如故 200cm×200cm

梁文博 青春岁月 186cm ×186cm

李学明 南山幽泉 160cm×145cm

王小晖 落日 68cm×68cm

刘玉泉 霜色物华 170cm×170cm

岳海波 往事·向远方 50cm×50cm

郭英华 长征 240cm×200cm

曾先国 崂山九水图 180cm×180cm

韩玮 正是一年秋好时 240cm×120cm

于新生 二妮儿 136cm×68cm

李勇 北山物语 180cm×140cm

宋丰光 芦花飞莺图 45cm×100cm

张望 鱼·鱼·鱼 97cm×180cm

于鸣辉 苍茫岁月 124cm×205cm

杨大鲁 欢宴图 217cm×211cm

姜宏伟 回眸 80cm×90cm

吴勇军 大山颂 240cm ×125cm

王磐德 游击队歌 240cm×145cm

董海全 红石滩 107cm×76cm

张德娜 春华秋实之一 76cm×160cm

赵英水 临风一枝 180cm×97cm

李兆虬 流云 138cm×67cm

徐永生 古人诗意 136cm×69cm

孙成河 藏戏
121cm×159cm
王绍波 甦
150cm×100cm

苏海清 盛世辉煌系列 80cm ×110cm

卢冰 微风轻拂伽蓝地 230cm× 195cm

贾荣志 远去的城池 214cm×144cm

常朝晖 甘南藏区扎尕那的村庄 35cm×50cm

王敬易 俏大神 240cm×200cm

华杰 激情燃烧的岁月 240cm×60cm×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