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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北京图书订货会将办

日前，

2009

年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
在京宣布， 定于元月

7

日开幕的
2009

年北
京图书订货会筹备工作已就绪。 届时，

全国将有
526

家出版社、

73

家民营批发单
位、

31

家出版相关产业实体、

1180

多家图
书馆及

130

家港澳台出版机构与会。

据悉， 本届订货会从组织形式到内
容都推出了一些新举措： 突出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 加快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这
一主题； 调整创新， 努力办好全国图书
馆现货看样采购会； 搞好书稿版权交易
活动； 不断调整、 完善订货会功能， 组
织丰富多采的信息交流活动。 （李婷）

乱花渐欲迷人眼
———2008年艺术状态回顾

2008教师文化生活盘点

花喃
/

文

艺术家向二炮官兵赠字画

日前， 首都艺术家来到第二炮兵机
关，向官兵们赠送了《锦绣太空》系列书
画、牌匾等艺术作品

63

件。二炮政治部副主
任唐国庆和抗震救灾、支援北京奥运先进
代表以及部分基层官兵参加了赠送仪式。

在捐赠现场，艺术家文塔、曾葳、冯松
青、冯庆、王宝靭、曹兵华、霍雷、老葛、方
凯军、李盛世、翰苑尊等人与官兵代表共
同进行了即兴创作，现场气氛和谐活跃。

国际艺术家创作学会筹委会主任文
塔表示， 二炮部队在去年抗雨雪冰冻灾
害、抗震救灾、志愿奥运等任务中，顽强拼
搏，是艺术家学习的楷模。 （张树伟）

《梅兰芳》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日前，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 中国
电影集团公司协办的“电影《梅兰芳》 学
术研讨会”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 北京
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
说，艺术片的电影美学追求、商业片的观众
趣味满足和主旋律片的教化效果在《梅兰
芳》里实现了融合。

与会专家认为， 《梅兰芳》 的可贵之
处在于不拘泥历史真实， 而能深入人物的
精神层面， 还人以尊严， 从而获得大众普
遍认同的精神力量。 （付丽丽）

《宋画全集》 首发式在京举行

一部全面展示我国古代绘画艺术最高成
就的大型典籍———《宋画全集》， 日前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

《宋画全集》 包括图册与文献两部分，

计划收编海内外的宋画精品
1500

多件， 共出
版
8

卷
32

册
7500

多页， 目前首批
8

册图册已完
成出版。 该全集由浙江大学、 浙江省文物局
组织实施， 浙江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

全集是迄今最完整的宋画编纂集成， 也
是继《全宋词》、 《全宋诗》、 《全宋文》 等
大型宋代典籍之后， 对宋代文化艺术的专题
性研究成果， 开创了中国绘画历史断代集成
的先河。 （张树伟）

2008

年是人们以为中国当代艺术界会
继续火爆的一年：越来越多的中外艺术投
资人携艺术机构或画廊进驻北京、上海及
广州；去年年初，拍卖会上就不断传来又
有某某作品创历史新高的喜人佳绩；年
中，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拿出了
自家城市的艺术名片，双年展、三年展纷
纷开幕，大有相互叫板之意。然而，从美国

华尔街刮起的金融风暴， 却在年末以摧枯拉
朽之势席卷了一切。 大批画廊撤出北京的
798

、上海的
M50

……在最近一次对艺术家展
望的访谈中听到一个艺术家说， 感谢经济危
机，让他可以没了那么多展览，让他静心做后
面的工作。年轻艺术家也一样，刚毕业就赶上
经济好并不是好事。

也许， 是时候安静下来， 重新洗牌了。

艺术市场中国第三
2008

年年初， 在国际知名的专业网站
Artprice.com

上有一条消息说，按照国际艺
术品拍卖市场的成交额排名， 在美和英之
后，法国名列第三。 但据

2007

年度统计报告
表明，美英排名未变，中国取代法国成为世
界第三大艺术市场。

100

名世界销售量最好
的艺术家中中国艺术家占

36

位，张晓刚超过

杰夫·昆斯（

Jeff Koons

）名列第二位，岳敏君名
列第四位。

在去年年初各大拍卖会上，不断爆出的张
晓刚、刘小东、岳敏君、曾樊志等人作品走高，这
些都不过是那则新闻的最好注脚。 就连“

80

后”

艺术家高瑀的熊猫画，也以
110

万元成交，成为
第一个作品价格超过百万元的“

80

后”艺术家。

赈灾义拍担道义
汶川地震过后， 为了支援四川灾区，

艺术评论家吕澎组织了一场义拍活动 ，

张晓刚、 周春芽、 叶永青、 王广义、 何
多苓、 唐志岗等艺术家捐赠了作品， 共

筹集
8472

万人民币， 捐给震区重建学校和医
院。 此外， 多家艺术机构、 画廊和中央美
院、 中国美院等， 也积极筹备和组织了各种
义拍活动。

赵半狄抵制《功夫熊猫》

地震之后的
6

月，好莱坞电影《功夫熊
猫》在全国公映，半路杀出个“熊猫人”赵半
狄，举着“不容许好莱坞在劫后余生的中国
捞金” 的横幅， 呼吁抵制该电影在中国上
映。理由是好莱坞的沙朗·斯通发表对中国
地震的言论后， 他们好莱坞的电影又来中
国捞钱，不合适。对此，电影局表示“理解”，

延迟了《功夫熊猫》在四川的上映时间。

此事已过去半年， 围绕它的口水战也都
结束 （如有读者有兴趣再去翻案， 不妨看看
《南方周末》 和 《南方都市报》 配发的报道，

尚属公允）。 再做过多的价值评判无益， 结
果无外乎两点： 四川人民晚了几天见到熊猫
“阿宝”； 无论名声好坏， 赵半狄出名了， 不
是艺术圈的人也知道有个老戴着 “熊猫” 的
艺术家赵半狄。

毕加索中国巡回展取消
毕加索作品要来中国的消息盛传已

久，

7

月
5

日是 《毕加索
2008

巡回展———上
海站》 开展的日子， 很多人当天在烈日
下赶到上海展览中心 ， 却吃了闭门羹 。

此展览本来预计在上海逗留
47

天， 展出
100

件毕加索在上世纪
20

年代至
70

年代创
作的艺术珍品， 包括天价油画

41

幅， 其中

12

幅原先由毕加索家族珍藏的作品将首次面
世， 如毕加索为儿女创作的画像等。

至于展览取消的原因， 主办方和作品提
供方各执一词。 普遍说法是主办展览的北京
时代艺轩公司对于展览涉及的庞大的事务工
作，不具有职业化操作经验，存在许多实际问
题，未能得到对方积极配合，致使展览流产。

“裸体慈禧”遮羞之争
去年

7

月的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上， 一
尊裸体慈禧雕塑引起人们注意。 该雕塑中
的慈禧一改历史记忆中正襟危坐的形象 ，

披一件长襟开衫， 双臂大幅度展开 ， 翘腿
跨坐在椅子上。 更让人震撼的是 ， 慈禧除
了那件长衫， 几乎赤裸。 这件作品让很多
观众难以接受 ， 所以开展不久 ， “慈禧 ”

身上便被人遮了条方巾。 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 “裸体慈禧” 的作者表示对那些要求
盖布的人的思维方式感到 “很是担忧”。 此

后， 网上又播出一段视频， 大意是说教授
的裸体慈禧虽饱受争议， 但也绝非没有好
处 ， 已经卖出

5

尊了 ， 每尊价格超过百万
元。 教授现场阐释说： “我这里要表达人
人平等的观念———穿上衣服她就是慈禧 ，

脱了衣服她就是一女人。”

雕塑裸体是个人自由， 但这番阐释却显
得有些多余。 有人说， 好作品不一定以崇高
面貌出现， 但唤起的情感应该是崇高的， 这
话听着过时点儿， 却所言不虚。

惊人的上海双年展
去年

9

月是艺术高峰， 全国各大城市的双
年展、三年展，都赶着在这个月开幕。 为了搭

双、三年大展的顺风车，北京、上海、广州等各
大城市又有颇多画廊小展开幕。 据统计，上海

中央美院建院90周年
成立于

1918

年的中央美院
90

岁了，

90

年的历史说来话长， 它陪伴几代艺术家走
过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 继首任校长
郑锦之后，林风眠、滕固、吕凤子、徐悲鸿等
大家都曾先后在此担任校长之职。 在国家
危亡之际， 中央美院涌现了陈师曾、 王梦
白、李毅士、潘天寿、黄宾虹、吕凤子等一大
批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 而最早的一批学
生如刘开渠、王雪涛、雷圭元、李苦禅、常书
鸿等，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巨匠。

新中国成立后 ， 国徽 、 国旗 、 人民
币、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天安门的装
饰、 钓鱼台、 中南海内部装修、 人民大会
堂室内装饰、 国家博物馆接待大厅等设计
均出自中央美院师生之手； 是中央美院创
办的刊物， 率先闯入艺术禁区， 刊登人体

画； 中央美院的师生是 “

85

新潮” 等美术运
动的中坚力量……

小野洋子， 活跃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激浪
派艺术家， 披头士主唱约翰·列侬的遗孀，

11

月下旬来到中国， 举办首个在华个展。 就
以此艺术事件为一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艺术
界作个总结吧！

这个来自上世纪
60

年代的艺术家， 这个
70

多岁的日本老太太， 倒是安之若素 ， 在
可·当代艺术中心的屋顶上， 淋着微雨， 用
手电筒对几百个观众打出 “我爱你” 的光，

一如当年激浪派艺术家们的作派。 用今天的
眼光看， 也许约翰·凯奇、 安迪·沃霍尔之辈
创作的艺术， 并不比中国当代艺术家高明多
少， 但是他们那股 “天真烂漫” 且不关心市
场的劲儿， 今天的艺术家是再也学不会了。

最多一天有
22

个展览开幕， 对于热衷于混
艺术圈子的人来说， 去还是不去， 去哪个
场，都是个问题。 在众多的展览中，艺术品
质量、概念的高下已无从说起，但要讲“票
房”最好的是哪家，无疑是上海双年展。

12

年前， 上海第一个引入双年展的概
念， 至今已举办第七届。 它不仅成为艺
术行业同仁去看并要展开无休止口水战
的文化盛事， 也成为普通市民的通俗庙
会。 去年的上海双年展， 岳敏君的大恐

龙、 爬上钟楼的蚂蚁、 为开幕拉起汽笛的火
车、 于凡的白马、 种在上海美术馆墙根的一
溜儿水稻，都是高出镜率的作品。上海美术馆
门前每天都是慕名而来的人们在大排长龙，

等待着看这场奇观。在这场艺术奇观中，还爆
出来一些颇有噱头的事件， 如斯洛伐克艺术
家的互动作品《测量宇宙》，由于参观者过多，

馆方对观众失去控制， 很多观者都在作品的
墙壁上写下“到此一游”等字样，致使作品走
向与艺术家预想不符而愤然撤展。

文化资讯

艺术家们赈灾义拍现场

拉开上海双年展序幕的“快城快客”火车 戴熊猫帽的赵半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