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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
山东巡回展
2017年1月6日济南开幕

2017年3月18日寿光开幕

2017年5月10日菏泽开幕

2017年2月14日潍坊开幕

2017年3月27日淄博开幕

2017年5月19日临沂开幕

2017年2月27日烟台开幕

2017年4月16日济宁开幕

2017年5月27日莱芜开幕

2017年3月10日青岛开幕

2017年4月23日滕州开幕

2017年6月18日泰安开幕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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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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 • 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山东巡回展广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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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山东省中国画作
品展”山东巡回展综述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作品展是中国国家画院策划的以推
出当代中国画坛代表性人物，推出新中国老、中、青画家的学
术成果，整理一套留存后世的研究性、史料性、文献性档案为
宗旨的大型学术课题项目，也是新中国美术家的整体亮相、新
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经典、新中国美术家的历史巡礼、新中国美
术史的历史巨献。
为展示新中国美术家最新美术创作成果，系统梳理新中国
美术家的整体创研现状，在文化部艺术司、中国美协及各方面
的支持下，中国国家画院从 2013 年起，以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为单位，精选 1949 年以后出生的优秀美术家，陆续在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新中国美术家”系列作品展，先举
办国画系列展览，随后根据情况再开展其它画种的展览。目前
已推出了十多个省份、自治区及直辖市的国画作品展，取得很
好的效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15 年 9 月，中国国家画院给山东省文化厅发出邀请函，
邀请山东赴国家画院举办“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山东中国画作
品展”。省文化厅非常重视，由分管厅长对筹办“新中国美术
家系列——山东中国画作品展”做出批示，要求切实做好筹办
工作。按照省文化厅的布署，组成了专门艺委会，于 2016 年 3
月按照国家画院的要求，讨论推荐了 40 位参加山东省“新中
国美术家系列·山东省国画作品展”候选画家名单，名单如下
（按姓氏笔画为序）：于新生、孔维克、马林春、王小晖、王
竞艺、王伟、王磐德、韦辛夷、卢洪刚、卢东、刘书军、刘玉
泉、刘喜欣、孙成河、宋丰光、张丽华、张宏伟、张志民、张
望 、张萍、时振华、李兆虬、李学明、李勇、杜华、杨大鲁、
杨文德、杨晓刚、沈光伟、岳海波、赵英水、唐秀玲、徐永生、
贾荣志、常朝晖、梁文博、曾先国、韩 玮、韩菊声 、雷家民。
由艺委会推荐的 40 位参展画家候选名单报省文化厅里批
准后，由山东省文化厅将名单报中国国家画院。国家画院组织
展览艺委会对我省上报的 40 位画家相关资料进行认真评选，
最终确定了 14 位参展画家，于 2016 年 6 月下旬将评选结果及
展览要求正式行文通知了省文化厅， 名单如下（按年龄为序）：
李学明、岳海波、张志民、孔维克、于新生、王小晖、梁文博、
曾先国、唐秀玲、李兆虬、张望、李勇、贾荣志、常朝晖。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 . 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北京起航
2016 年 8 月 23 日，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化部艺术司作为艺术指导单位，中国美术家协会作为学
术支持单位，中国国家画院、山东省文化厅主办，中国国家画
院创作研究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
院、中国国家画院艺术信息中心、山东画院承办的“新中国美
术家系列 . 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在北京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隆重开幕。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张
桂林、山东艺术学院院长张志民、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在开幕
式上先后致辞。
参展的 14 位画家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画家，其艺
术历程与共和国的奋发向上共同成长，其艺术成就代表了山东
目前中国画创作研究的基本风貌和艺术水平，展览展出的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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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作品贴近生活、贴近时代，深受齐鲁文化的熏陶，表现了参

家系列·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的举办，是一次山东省实力派

针对这些名家作品给孩子讲解，能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优秀美

展画家对生活的关注、对人民的颂扬、对祖国的热爱、对文化

代表性画家的集体亮相。参展的十四位画家都拿出了自己代表

术作品，提高了审美情趣、增加了美学修养。

的思考、对艺术的追求。

性的力作，作品阵容整齐，学术层面高，一人一品，个性鲜明，

展览一经启幕，便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民革中
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何丕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
大为，国家中央编办原副主任王澜明，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

十几站巡展的次第推出，近半年的集中展示，“新中国美

代表了活跃在齐鲁大地优秀画家的时代风貌和高雅风尚，在学

术家系列·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巡展把一幅幅有筋骨、有温

术层面具有很强的引领性。

度、有道德的优秀作品展现给全省各地的广大群众，得到了我

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马建钧在参观完展览后说：

省广大美术工作者的认同和参与，更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

阳，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部长边旭光，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秘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巡回展 ( 滕州站 )”，

书长李荣海等领导嘉宾参加了展览开幕式并认真观看了参展作

是滕州市历年来接待的最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型展览，代表着山

品，他们对展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刘大为主席表示，此次展

东目前中国画创作研究的基本面貌和艺术水平。巡展能到滕州

在“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山东巡展

览非常成功，通过这个展览看到了山东美术创作的实力，其水

这个县级市展出，也体现出滕州文化的悠久与厚重和省里对滕

的几站中，不仅是作品的展示，还举办了学术讲座和一些艺术

平是上乘的，是 16 个已经举办的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中最好

州美术发展的重视。

交流、互动等活动。孔维克院长 4 月 23 日和 5 月 27 日分别在

的之一，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研究员张道兴称赞该展作品水平

价和认同，得到了巡展各地各阶层的热烈欢迎。
展览系列活动丰富 艺术惠民普及齐鲁

济宁美术家协会主席张涛在巡展（济宁站）开幕式后说：

滕州和莱芜做了题为《中国画的审美与鉴藏》的专题讲座，6

“这次“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的作品质

月 18 日又在泰安举办了题为《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写生与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在京成功举

量很高，是我市第一次集中这么多的齐鲁美术大家的作品共同

创作》的专题讲座，在莱芜与泰安的讲座由山东画院副院长姜

办，在全国美术界彰显了我省美术大省的实力，进一步提高了

亮相，是一次高层次的中国画作品展，为我市的广大美术爱好

宏伟主持。讲座中孔维克院长以中国画的起源为切入点，细致

山东美术界在全国美术界的重要地位，为推动形成“齐鲁画派”

者提供了一场视觉盛宴，同时对我市的美术工作者也是一次非

分析了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差异，通过对自身从艺以来的艰辛经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常好的学习机会，通过这次画展，必将会推动我市的美术工作

历的叙述，在讲求趣味性、学术性的同时又融入了人生哲理，

取得更大的发展。”

引发了在场的听众强烈的共鸣。

整齐，各有风格面貌，有些人物画的创作很有突破。

山东巡展盛大启动
进入 2017 年，为丰富我省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展现

中国美协会员季乐胜在潍坊站巡展时表示：此次展览在潍

国际中日友好艺术协会理事、天津美术家协会会员孙列表

本土画家精神面貌，同时向山东人民汇报晋京展的丰硕成果，

坊成功举办，是省文化厅、省美协对潍坊的厚爱，14 位艺术家“坚

示，在听完孔院长讲座后不仅感受到了国家在宏观文化战略上

应各地市要求，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鼎力支持下，“新中国美术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表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民

的经文纬义、力矗文艺高峰的意图；同时领略了由国家画院选

家系列 . 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开启了山东巡展之路。

的颂扬，对文化的思考，创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出的 14 位山东画家在人文渊薮的齐鲁故地上，结出的时代艺

1 月 6 日上午 10 点 30 分，“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山东

在烟台站，烟台画院副院长张纯彦表示：这个展览是近

省中国画作品展”山东巡回展第一站——济南站，在济南美术

十年山东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品的大展。体现

滕州市美术馆、王学仲艺术馆馆长李广兰表示：孔院长的

馆隆重开幕，山东巡回展的大幕缓缓拉开。之后历经潍坊站、

了山东这些年在主题性展览和学术研究上的最高成就。这些艺

讲座综合的体现了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自从艺至盛年所走的艺

烟台站、青岛站、寿光站、淄博站、济宁站、滕州站、菏泽站、

术家的作品不管是创作理念还是形式语言上都有自己独特的面

术路程。特别是在课件展示中，我们看到了孔院长不怕苦、不

临沂站，5 月 27 日至莱芜收官之站，用时半年。由于巡展在各

貌。这个展览在北京展完回到山东进行巡展，给各地美术爱好

怕累，深入基层，亲身体验各阶层人们的工作、生活，只有这样，

地的举办深受大家欢迎、反响热烈，应泰山区政府的一再要求，

者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对山东各地方的美术创作是一个极大

才能创作出有灵魂的艺术作品。正像今天所呈现的作品一样，

又在 6 月 18 日增加了一场展览，观众踊跃、好评如潮。至此，

的促进。

每一幅作品都能走到我们灵魂的深处。孔院长不愧是当代中国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山东巡回展完
美谢幕。
巡展期间，展览活动凭借着高水准的作品和细致入微的筹
备工作，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誉，当地的电视台、报

寿光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孙立表示：能在我们家乡展出这么

术之花。

画坛名家。2 个小时的讲座从开始到结尾，所有听众都意犹未尽，

高档次的作品，不仅开阔我们寿光美术界的眼界，也为我们美

能够亲临现场听孔院长的讲座，真的是对每一位在场艺术家的

术界以后的创作指明方向，非常希望以后在山东画院的带领下

鼓励，这也是孔院长对基层文化事业的关心和厚爱。

能多多举办这种规模的展览。

孔维克院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丰富详尽的图片为听众讲

刊杂志等新闻媒体都各自对于巡展做了详细报道，各种自媒体

本次巡展不仅吸引了广大的美术工作者，也同样受到了当

解了书画艺术的收藏和欣赏，使得在场听众不仅进一步了解中

包括微博、微信公众号也都做了跟踪报道和大量转发，体现出

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青睐。自巡展开展以来，各地领导、

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而且提升了听众艺术鉴赏的能力和创

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展览的极大关注和参与热情。

专家、学者、学生、普通爱好者都慕名而来。枣庄设计家协会

造生活之美的能力，他的三次精彩讲座吸引了大批美术爱好者、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 . 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山东巡展在

副主席张桑表示：有幸参加了这次“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山东

收藏家赶至现场聆听，社会各界好评如潮。

山东各地市的成功举办，不仅对于加强我省美术事业的交流与

省中国画作品展”山东巡回展（滕州站）活动，拜读了书画名

协作、给美术家以更多的创作灵感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对繁

家挥毫泼墨、气势如虹的美术大作深有感触。这次画展的作品

半年多来，“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

荣我省文化事业，丰富市民文化活动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整体水平很高，都是我省顶尖画家的代表作品，能在我市集中

山东巡展把一幅幅优秀作品和艺术讲座，奉献给全省各地的

展出机会难得。这次活动，凝聚了主办方付出的辛勤劳动，体

广大市民，得到了巡展各站的热烈欢迎，巡展累计参观人数

现了文化惠民、高端艺术走进平民百姓的服务方向。滕州市书

近二十万，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真正实现了文化惠民。

我省美术界的一次盛会，巡展凭借内容丰富的展品赢得了我省

画爱好者毛金华表示：十四位老师的作品充分体现了画为心声，

该巡展的成功举办，是山东中国画创作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

广大美术工作者的极大赞赏，他们在参观展览之后纷纷表示在

画乃画家的精神产物，作品令人赏心悦目，让观者从幅幅巨作

示，完美诠释了：浑厚质朴，气象正大；尊重道统，崇尚功

该展中获得了许多艺术启发，受益良多。

中感受到画家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对人民对劳动者的崇敬、

底；文以载道，勇于担当；儒风智慧，典雅灵秀；融古汇今，

青岛画院专职画家于晓君在参观完展览后感慨：“新中国

爱戴和颂扬，画家歌颂时代、赞美英雄，创作水平是一流的。

取道中庸；面向现实，贴近生活的山东美术的独特气质。彰

美术家系列·山东中国画作品展”是一次高规格、高水平、高

感谢诸位画家为我们送来精美的精神食粮！在展览现场有的热

显了我省“新中国美术家”为时代立言、为人民抒怀的不懈

质量的美术作品展。此次的画展是我们学习的好机会，也对专

心观众表示：这样的展览来到我们身边，让我们大开眼界，是

追求和担当，对我省文化事业的繁荣以及中国画创作和发展

业教学、学术研究、巡展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种精神的享受；也有的表示：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美术精品，

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巡展各地受好评 群众反响热烈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山东省中国画作品展”山东巡展是

淄博书画院院长杨子江在淄博巡展时表示：“新中国美术

希望能经常有这种好的活动。一位带着学生参观的美术教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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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
山东省国画作品展”
参展画家作品选

协会综合材料绘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协常委，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

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省中国画学会名誉会长。

于新生

王小晖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山东省委副主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中国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委,世界孔子后裔联谊会副会长,中

画学会副会长,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女画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民革中央画院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

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工笔画学会

副院长,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理事,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主席,山

中国画学会会长,山东画院院长。

年 纸本水墨
2010

孔维克

年 纸本水墨
136cm×68cm 2013

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

于新生 时光

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

绘画艺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美术家

年 纸本水墨
180cm×90cm 2015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综合材料

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孔维克 老渔民梁汝银

术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山东

186cm×101cm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

张志民 北山后洼的轰鸣声之二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年 纸本水墨
180cm×97cm 2015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

岳海波 今月曾经照古人·演义经典之二

张志民

年 纸本水墨
138cm×71cm 2013

岳海波

李学明 草堂博古图

李学明

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中国画学会
副会长。

梁文博

曾先国

唐秀玲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政协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省政协委

中国工笔画学会专家委员会常务理

常委,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

员,青岛市文联副主席,青岛画院院

事,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国家画院

究生导师,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

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画学会创

工作室导师,中国美协会员,山东省

长。

会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工笔画学会会长,山东省中国画学会

专家,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副会长,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教
授,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王小晖 白玫瑰 80cm×80cm 2013年 纸本岩彩

常朝晖 狮子岩 50cm×37cm

曾先国 空蒙烟云图 136cm×68cm 2015年 纸本设色

李兆虬

张望

李勇

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美术总监,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副院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师范大

协会会员,山东美术馆馆长,山东师

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

学艺术硕士校外导师,济南市美术

范大学当代水墨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

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中国画学会

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人物画艺

副会长。

李兆虬 故乡人·毛林氏

180cm×97cm 2016年 纸本水墨

2015年 纸本水墨

张望 一个？两个？ 180cm×97cm 2015年 水墨纸本

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画院艺术委员会
委员,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贾荣志

常朝晖

山东画院山水画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美术

中国美协会员，山东省美协理事，文化部青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

联美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画院青年画院院

会理事，文化部青年联合会美术委员会委

长、创作部副主任，荣宝斋画院特聘教授，

员，九三学社中央画院画师，山东艺术家学

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致公书画院副院长，

术委员会山水画创作院院长。

山东省美协山水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梁文博 人体之五 44cm×44cm 2010年 纸本设色
唐秀玲 走过四季 157cm×173cm 2004年 绢本重彩

李勇 任逍遥之一 98cm×98cm 2011年 纸本彩墨

贾荣志 湘西印象 32cm×41cm 2015年 纸本水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