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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Ahh Zèd
I learned of the Duilian calligraphy-painting genre a few
years ago during the GAO Shouquan exhibition in Paris. To
be frank, at that time, it was more out of respect towards
another’s artistic creation, and to a new art genre that
I didn’t know, almost as a mission to discover a new art
genre.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in origin, but with fresh, vivid colors,
“This is almost contemporary art.” I said to myself while
contemplating the works of the present exhibition. The
characters and the images are integrated, which creates
an intense rel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separate the
calligraphy from the painting. This association tracks back
to the same origin as tha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We see a sense of majesty and humanity in GAO’s works;
while the images in GU’s work are based on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transcend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borders; the marriage of painting and the calligraphy
in MENG’s works transport you on a voyage through the
charms of Chinese ink; while the composition in LIU’s works
breathes elegance and fluidity.
The exhibition coincides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idautumn holiday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Day holiday. I
hope these works from China provide an experience of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well as an
appreciation of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of Chinese artists, the
prosperity of modern art in China, and the renaissance of
China.
I wish you a wonderful festival!

Paris
Septembr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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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感言
阿 翟
几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到“对联画”，是为高寿荃先生在巴黎举办的个展。当
时也希望能通过展览，对高寿荃先生倾注全力创建的“中国对联画”增加些
了解，更是对高先生醉心于艺术创作的尊重。当然，最重要的是一个从事文
化交流和创作的艺术工作者的一种使命。

当我的面前展开了这几位长者的作品，面对这股浓烈的传统文化底蕴，揉合
了西方的构成手法的作品，他们惬意地栖居，却薄发出清新而斑斓的色彩。
“这就是当代艺术嘛 !”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所看到的文字已经成为了画面，
但依稀呈现出文字意味，工整而对仗，苍劲内蕴着温情，幽默间而成就励志，
抽象中饱餮着一种精神，可谓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吧。形式美的心理观折射出
那愉悦的美感。于是，四位画家的名字谐音，名曰《高古新梦，中国对联画》，
一并呈现给欧洲的观众。

高寿荃先生以他中西通达的艺术阅历，古今融和的艺术手法，在对中国唐代
文人画的深入研究中，孕育了“以对联为主题，书画为载体的”中国对联画。
《日星月亮，天地人和》这副对联画，将甲骨文融入色彩构成，进行点线面
布局而不失透视规律。同时对现代人的太空开化，地球拓展，用诗中之诗，
表达了环保的愿景。
古干先生则陶醉在汉字演绎现代书法的意趣，超越了文化隔阂的通感语言，
他说：汉字艺术是中国的意象艺术。意象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魂，也是中国现
代艺术的追求之所在。
刘年新先生依然追求着楹联的典雅，书法的流畅，画意的匠心独运，画面的
构图严谨。从中体现着他性格的张驰有度，成竹在胸。他的作品运用对联画
的主导组合形式，个性鲜明之至也。
孟繁锦先生是从楹联入手去实践他的艺术创作，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他的
联、书、画三驾并肩前行，笔墨间意境深远，凝重古朴、遒劲多姿、实在难得。

正值中国传统的中秋节和国庆期间，来自中国的这个展览，定将让你倍感中
国传统文化之深厚，看到中国艺术家们不懈的努力与探索，强烈感受到中国
的现代艺术也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繁荣。也为我们平添喜庆和欢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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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气氛。

谨祝大家节日快乐！
法国巴黎
2012 年 9 月

GAO Shouquan

高寿荃

GAO Shouquan
Born in 1940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Graduat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Architecture, China.
Vice-president of Yinglian Society
( a Chinese art combining literature and calligraphy).
Member of Chinese Calligraph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Chinese Duilian Artists Association.
Director of Contemporary Yinglian Museum.
Member of Chinese Painters Association, Hunan branch.
Senior Advisor of Shenzhen Design Union.
Art director of Shenzhen Hongtao Decoration Group.
GAO Shouquan combines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ith Chinese.
architecture, Yinglian,a new Chinese art genre.
1982 Peigong Pavillion, Hunan Yingyang Park.
1985 One of the initiators of the Chinese modern calligraphy movement.
First Chinese Modern Calligraphy Exhibition in China National Art Museum.
1989 The largest Yinglian artwork in the world in Tokyo, Japan.
1989 Performance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Humor in Hawaii:
His article “Humo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Yinglian and Calligraphy”
selected by the seminar.
2005 Art advisor to Chinese Character Art Exhibition Committee.
2006 Exhibition of Duilian Painting-Calligraphy (a new art genr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library.
March 2008. Works of 8 m. in height “Long Live Chinese Characters” showed dur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 Art Exhibition at the Chinese Millennium Monument, Beijing.
July 2008. Exhibition of Duilian Painting-Calligraphy at the Atelier Gustave, Paris.
2009. Painting exhibition for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handover of Macau.
•Duilian: couple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Artworks of GAO Shouquan.
Duilian in low relief sculpture on a surface of 96 square meters in
the facade of a restaurant in Tokyo.
Duilian on a pillar of the Beijing Railway Hotel.
Duilian installation in Chinese oracle bone script in Contemporary Yinglian Museum,
a pioneering work of interior architecture.
Works in collaboration with calligrapher LIU Nianxin in a series of buildings, including
Shanghai Wenxin Press Building & China-ASEAN Expo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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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而言：《中国对联画》是观念艺术、象征艺术、形象艺术的共同体，是中国精英文学，
汉字艺术与绘画技巧在色彩舞台上的大合唱。
-- 摘自高寿荃“论中国对联画”

高寿荃， 1940 年出生于湖南，
1959 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建筑学，
之后进入北京油画训练班学习油画，
继而进入天津工艺美术研究院学习三大构成，
而成为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室内建筑师、
现任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华海内外对联书法家协会主席、
中华当代楹联艺术家陈列馆馆长、
前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
深圳市设计联合会高级顾问、
深圳市洪涛装饰集团艺术总监。
高寿荃先生创造性地将楹联与绘画、书法结合，让楹联画进入最时尚的建筑空间。
1982 年完成湖南益阳裴公亭对联文化公园的设计施工工程，
1985 年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现代书法首展》，也是中国现代书法运动发起人之一
1989 年完成的“东京天广”海内外最大建筑装饰对联。
1989 年在美国夏威夷国际学术会议上展演对联书画。
《论中国传统建筑楹联与书法的幽默》等 4 篇论文入选国际论坛，
2005 中华世纪坛《汉字艺术大展》艺术顾问；
2006 年，他策展并参加在澳门大学图书馆举办“史无前例的对联书画展”，展示了他的融书法、
楹联、绘画三位一体的艺术探索。
2008 年 3 月，参展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的“汉字艺术大展”展出 8 米高的巨幅现代书法作品《汉字万岁》
2008 年 7 月，高寿荃先生个人作品展在巴黎十四区的 Atelier Gustave 举办的对联画画，深受法国
观众好评。
2009 年组织并参展庆祝澳门回归 10 周年大型画展
高寿荃先生将现代书法与时尚的建筑装饰相结合，先后在日本东京一家高级饭店外墙创作了 96 平方
米大的仿汉白玉浮雕对联。在北京铁路大酒店创作了“金龙旋玉柱，玉凤绕金星”的立柱天花对联。
在中华当代楹联家艺术陈列馆创作了“日旭”对“星澄”的甲骨文灯具对联装置，成为当代室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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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前卫的汉字艺术作品。此外，他还与深圳书法家刘年新合作，在上海的文新报业大厦和南宁的东
盟博览会总统大楼等著名建筑，留下了建筑与装饰完美结合的楹联作品。
他创建《中国对联画》并运用于建筑装饰领域的同时，创作了“对联汉字雕塑”，在海内外展示。
如此完成了以“对联书法”、“对联画”、“汉字对联雕塑”为代表的“相对静态对联艺术系列”
框架，并开启书写“相对动态对联艺术系列”的新篇章。”

GAO Shouquan

题目：日星月亮，天地人和
规格：60x60cm 材料：纸本，水墨

题目：静观雄鹰翔悍也，动观太岳制衡哉
规格：159x79cm 材料：纸本，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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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而言：《中国对联画》是以对联为主题，书画为载体的一种多元平面艺术形式；
是比唐代文人画更精英，更民俗的一个新画种。
-- 摘自高寿荃“论中国对联画”

题目：心期如止水，鱼欲化狂龙
规格：80x40cm 材料：纸本，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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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楹柱饰精文，输信息光盘传海外；联家入网络，让声情气韵溢环中
规格：80x80cm 材料：纸本，丙烯

高

寿

荃

作

品

GAO Shouquan

题目：花小可微观，极红极艳；果圆宜漫品，多子多孙
规格：60x75cm
材料：纸本，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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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云中日出，天外鹏飞
规格：80x40cm 材料：纸本，彩墨

《中国对联画》形式多样，有独列式、三列式、四列式、多列式；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
扇形、多边形；可采用油画、中国画、版画；可写实、可抽象、可意象。对联可放在画的两旁，
也可放在画的上、下，还可放在画面的空间；文字可楷、可隶、可篆、可行、可草，亦可使
用甲骨文。《中国对联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可满足中西不同的审美要求。
-- 摘自高寿荃“论中国对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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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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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 Shouquan

题目：天容万象，海纳百川
规格：8 联，120x60cm 材料：纸本，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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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山高水远 月异年新
规格：8 联，120x60cm 材料：纸本，彩墨

题目：荷生妙笔，风送清香
规格：67x75cm 材料：纸本，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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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花开世界，种出神州
规格：60x55cm 材料：纸本，丙烯

《中国对联汉字雕塑》是矗立在对联意境中的汉字雕塑，它是东方的抽象或意象雕塑，
具有独特的中华精神和汉文底蕴。是《中国对联画》走向心理时空的五行物化。
-- 摘自高寿荃“论中国对联画”

高

寿

荃

作

品

GU Gan

古干

GU Gan
Born in 1942 in Hunan province, now lives in Beijing.
Member of Chinese Artists Association.
The First President of Chinese Modern Calligraphy & Painting Society.
Council Member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Zen Tea.
Honorary Advisor to World Calligraphers Association.
One of the initiators of the Chinese modern calligraphy movement.
1985 The First Chinese Modern Calligraphy Exhibition in
Chinese National Art Museum.
1986 Chinese Modern Art Exhibition in Seattle.
GU Gan Modern Calligraphy Exhibition in Seattle, New York.
1987-1993 Lecturer in modern calligra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Bonn and University of Fine Arts, Hamburg.
Works presented at the Vienna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the Museum of Museum
of East Asian Art in Cologne, the British Museum, and other museums in the world.
1996 Invited by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Work selected for Wine Label. The first
Chinese artist invited since 1945.
We feel we are in a dream when contemplating the works of GU Ga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Gu Gan’s works takes on an abstract dimension. The
shape of characters becomes a pure vehicle for stylising an elegant pictorial
world. His works are conserved both by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in private collections.
Publications:
The Composition of Modern Calligraphy.
Three Steps of Modern Calligraphy (English version has also been published.).
Works as Editor:
Xinhua Pen Calligraphy Dictionary.
Buddhist Illustrations / Illustrations of Buddhism (30 V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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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步 --

-- 古干

The art of Chinese Characters synchronizes with the great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Gu gan

古干 1942 年生，湖南长沙人。现居北京。
1962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专，大学因病肄业。
曾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美术编辑室。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茶禅学会理事、
中国现代书画学会首任会长、
世界书法家协会荣誉顾问。
中国现代书法运动创始人
1985 年在中国美术馆策划《现代书法首展》
1986 年美国西雅图邀请，古干先生参加了《中国的现代艺术展》
之后，又在美国西雅图、纽约等地举办了古干先生现代书法展。
前后七年，多次应邀到德国波恩大学和汉堡美术学院讲授中国现代书法艺术。
书画作品曾展出于维也纳艺术博物馆、科隆远东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
1996 年受法国波尔多顶级酒庄的邀请，古干作品《心连心》，被指定为该顶级酒庄的酒标，成为自
1945 年起，曾经邀请过毕加索、米罗、夏卡尔、康定斯基等艺术大师制作酒标的，成为首位获此殊
荣的中国艺术家。
古干先生其书法创作意识仿若梦境优游，汉字结构似有若无地存在于其作品中，文字本身成为单纯
被借用的媒介，随意、轻巧地铺陈出典雅的抽象意境，构成纯粹的笔墨点画世界。其作品被世界各
地的博物馆及收藏家收藏。书画作品多次获奖
出版了数种个人书画作品专集。
著有《现代书法构成》、《现代派书法三步》、《现代书法三步》( 英文版 )。
主编《硬笔新华书法字典》、《佛教画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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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干

作

品

GU Gan

题目：车行大道，人要精心
规格：60x55cm 材料：纸本，水墨

13

题目：一墙铭古拙，数干展斑斓
规格：60x60cm 材料：纸本，水墨

题目：做人心正，治学情高
规格：60x72cm 材料：纸本，水墨

汉字艺术是以汉字、汉字理念为依托、为载体的视觉、听觉、行为等多维的美。
书写，好，但决不仅仅是书写。现代科技、传媒、IT、计算机、影像等都是汉
字艺术时尚美的手段。汉字保留传承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现代科技也必然是
推进我们审美的变化，不现代都不行。现代中国必然有灿烂的现代艺术。汉字
艺术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中国的现代。
-- 古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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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 Gan

题目：君悟道，我观鱼
规格：60x60cm 材料：纸本，水墨

The art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multiple. The present world is multiple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be singular. Art must be more so. Otherwise, how could
a hundred flowers be let bloom? Multiple means pluralism, leaving a
wide margin for individuality and freedom. It’s true that the art of Chinese
Characters provides us greater freedom and broader space to develop.
--Gu gan
15

题目：大田出力，小草生香
规格：40x50cm 材料：纸本，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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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艺术是中国的意象艺术。意象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魂，也是中国现
代艺术的追求之所在。-- 古干
The art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an Oriental abstract art, with imagery
remaining but concrete extracted. --Gu gan

古

干

作

品

GU Gan

题目：草原莽莽，夜色悠悠
规格：60x30cm 材料：纸本，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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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心萦文字，笔走龙蛇
规格：80x40cm 材料：纸本，水墨

题目：苦于志上，乐在心中
材料：纸本，水墨
规格：40x50cm

汉字艺术是国粹，是民族魂魄的基本载体。
汉字艺术是东方的抽象艺术，抽其具象，留其意象。
-- 古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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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art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the quintessenc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the basic carrier of the nation’s soul.
--Gu gan

古

干

作

品

LIU Nianxin

刘年新

LIU Nianxin
Born in 1956.
President of Shenzhen Hongtao Decoration Co., Ltd.
Vice-president of Shenzhen Calligraphy & Painting Association.
Member of Chinese Artists Association.
Vice-president of Chinese Duilian Artisits Association.
Council Member of Chinese Yinglian Society.
President of Shenzhen Yinglian Society.
Council Member of Shenzhen Calligraphy Association .
Member of Chinese Calligraphers Association.
Vice-president of Shenzhen Decoration Association.
Senior interior architect.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刘年新：1956 年出生
学历 : 研究生
职称：高级工艺美术师
现任上市公司深圳洪涛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书画协会副会长
深圳书法协会理事
中华海内外对联书法协会副主席
中国楹联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深圳楹联学会主席
深圳装饰协会副会长
中国资深室内建筑师
英国皇家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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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架山高迎大气，海门声急赏洪涛。
对联画 规格：120x60cm 材料：纸本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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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年

新

作

品

LIU Nianxin

三清山人奇仙妙，四季景鬼斧神工。
对联画 规格：120x60cm 材料：纸本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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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颜仙子思春色，泼墨荷塘泛绿波。
对联画 规格：120x60cm 材料：纸本墨

高山流水千寻雪，天地生寒一线天。
对联画 规格：120x60cm 材料：纸本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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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年

新

作

品

LIU Nianxin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对联画 规格：120x60cm 材料：纸本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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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畅惠风鹏城送暖，悠扬春雨南国迎春。
对联画 规格：120x60cm 材料：纸本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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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年

新

作

品

LIU Nianxin

君子兰情重，莺歌绿草青。
对联画 规格：120x60cm 材料：纸本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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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对联画 规格：120x60cm 材料：纸本墨

松风铁色弥霄汉，梅品诗情傲骨神。
对联画 规格：120x60cm 材料：纸本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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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年

新

作

品

MENG Fanjin

孟繁锦

MENG Fanjin
Born in Jilin province, China.
Head of cultural service in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ir Force.
Member of Calligraphy & Painting Centre ,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Former President of Chinese Yinglian Society.
Member of Chinese Calligraphers Association.
Member of Chinese Poetry Society.
Advisor to Beijing Zhonghe Century Calligraphy & Painting Institute.
Edited Works:
Blue Sky Art Series
Albums of MENG Fanjin Calligraphy Works.
Author of Lyrics of Chinese Air Force March.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calligraphy exhibitions.
Invited by historic sites and video productions for his calligraphy works.
Works selected by “Light of the Century”, “Selection of 100 Couplets Calligraphy
works for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Peking University”, “Celebrate the Glory”,
“Selection of Calligraphic Works for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ZHANG Daqian”, “
Collection of Chinese Master Calligraphers of the 20th Century”.
Lectures on calligraphy in Peking and Wuhan.
His works are conserved both by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in private collections.
Philippine international culture exchange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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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lian, hung on walls or columns according to tradition, has been very popular in China.
Today it is present on all kinds of occasions: as an expression of good will to others or to
make wishes for oneself, short couplets enjoy widespread popularity during ceremonies or in
festivals,
-- MENG Fanjin
楹联，自古以来便是‘挂壁悬楹’，具有广泛的适用价值。如今更是普及到
各行各业，题赠、自勉，庆典、迎春，以句短而意深广植人心。 -- 孟繁锦

孟繁锦，吉林省梨树县人。受家庭影响自幼酷爱书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中国文联书画艺术中心成员，
中国楹联学会第五届会长及常务理事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北京中和百年书画院顾问。
空军老干部书画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当代著名楹联家、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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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编辑《蓝天文艺系列丛书》、《孟繁锦书法集》等多部。
创作中国空军军歌——《中国空军进行曲》歌词，
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两次率团出席外国进行文化交流。
其书法多次在全国全军获奖，
1986 年获“爱国杯”海内外书法大奖赛二等奖，
1987 年全军书法比赛二等奖。题写了大量电视片头和书刊题头。
1994 年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题写片头“春色满园”
其许多作品勒石于庙宇，或刊于名山大川
作品入选新加坡狮城国际书法交流展、全国第二届刻字艺术展、
当代书画大典《世纪之光》、全国书画名家邀请展、《北大百
年百联展》，
入选大型书画册《同庆辉煌》、《纪念张大千诞辰一百周年华
人书画名家精品展》、《中国二十世纪名人刻字大观》等。
为国内 10 余部电视题写片头，为数十部书刊题名。
有的作品被博物馆、纪念馆及海外友人收藏。
两次率团赴泰国、朝鲜进行文化交流，作品获菲律宾国际文化
交流金奖。
先后在北京和武汉举办个人书法艺术座谈会和展览会。

孟

繁

锦

作

品

MENG Fanjin

题目：情垂古轩
规格：100x60cm
材料：纸本、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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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和风阵阵
规格：100x60cm
材料：纸本、彩墨

题目：吉物图
规格：100x57cm
材料：纸本、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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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金风送爽
规格：88x50cm
材料：纸本墨

孟

繁

锦

作

品

MENG Fanjin

题目：秋潭碧水
规格：100x57cm 材料：纸本、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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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秋潭碧水
规格：88x50cm 材料：纸本、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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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和风阵阵
规格：100x60cm 材料：纸本、彩墨

孟

繁

锦

作

品

MENG Fanjin

题目：国画
规格：120x60cm 材料：纸本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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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国画
规格：120x60cm 材料：纸本墨

题目：国画
规格：100x57cm
材料：纸本墨

题目：国画
规格：57x44cm
材料：纸本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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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繁

锦

作

品

上海大剧院座落于上海市的中心，是上海市的重点建
设项目，是国内最高档次、国际一流的大剧院。施工
图的深化设计及公共空间的施工，在国际招标中由洪
涛公司中标。本项目荣获改革开放 20 周年成就展金奖、
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国家体育场（鸟巢）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投资最大的
体育设施项目，其三层室内精装修由洪涛公司进行深
化设计和施工。

广州大剧院是建筑大师——扎哈 哈迪德在亚洲建成
的首个代表作，是国内工艺性最强，施工难度最大的
剧院。其室内装修由洪涛公司进行深化设计和施工。
●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Hongtao decorative Co., Ltd.
（中华人民共和国股票代码：002325 股票简称：洪涛股份）
成立于 1985 年，注册资本 4.6 亿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最早核定的建筑装饰甲级设计单位、建
筑装饰施工等六个一级的集团化企业。公司承接完成了几百项大型的室内外高档装饰工程，是世界一流的
装饰公司。洪涛公司与国际大牌设计师合作的有：贝聿铭、扎哈、赫尔佐格、库哈斯、安德鲁、夏邦杰、
何斐德等 50 多位大师。其中奥运鸟巢、上海世博会、广州歌剧院、上海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都体
现了洪涛的精品工程。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 17 号
电话：0755-29999999-999

传真：0755-82264026

网址：www.szhongt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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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 UNIVERSE CHINA CONSULTING
Brücken bauen und Distanzen überwinden
China Beratung
Wirtschafts - und Kulturaustausch
Event- und Veranstaltungsservice
Medien & Presse
Interkulturelle Trainings
Übersetzung & Dolmetschen

Geschäftsführerin Zhou Meng erhält den Mercurius-Preis
vom Kölner Verkehrsverein und KölnTourismus für ihr
außergewöhnliches Engagement - 2010

Mit unseren Beziehungen, einem etablierten
Netzwerk und mit großem persönlichen
Engagement schaffen wir Verbindungen
zwischen Kulturen, Interessen und Menschen.

德国联宇公司
一桥飞架中德，天堑变通途
中德事务咨询
经贸与文化交流

Oberbürgermeister der Stadt Köln Jürgen Roters (2.v.l.)
mit den Wirtschaftsbotschaftern der Stadt Köln - 2011

展会与活动策划
媒体宣传
跨文化培训
中德翻译
我们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德文化的交流与经贸往来；
我们将利用自身丰富的经验与强大的公共关系网
络，为您提供最优质高效的服务。
图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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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国联宇公司总经理孟宙女士荣获 2010 年 Mercurius 个人杰出贡献奖。
2. 2011 年科隆市长罗特斯（左 2）与科隆市经济大使合影
3. 2012 年 5 月科隆市副市长何柯率代表团访问友城北京并与
程红副市长合影

JOIN UNIVERSE
China Consulting

Delegation der Stadt Köln zu Besuch bei der
Bürgmeisterin der Partnerstadt Peking - 2012

Franz-Heider-Str. 32
D-51469 Bergisch Gladbach

Web: www.join-universe.com
Tel: +49 (0) 22 02 - 9 59 95 82

37

Association VIVE ART France
法国巴黎唯艺术文化传播协会

Association VIVE ART, founded in 2004 in Paris

作为以中法文化交流和传播为目标的唯艺术文化传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播协会，于 2004 年在巴黎正式成立。并通过了巴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黎市政府的审核注册，发布在 2004 年 12 月的政府

VIVE ART brings together professional artists,
journalists, fine arts students and people who

公告。

like Chinese culture.
唯艺术文化传播协会汇聚了一群深谙中西方文化差

VIVE ART has organized the following events

异的年轻人。其中包括职业画家，华文媒体记者，

since 2004:

和来自法国各地区高等艺术学院的学生和文化青
年，以及向往中国文化和热衷文化艺术交流的法国

2004 Chinese contemporary sculpture

朋友等等。

exhibition, Tuileries Garden, Paris
2005 French contemporary painting
exhibition.
2005 Painting exhibition of Canton.
GAO Shouquan exhibition of Duilian

唯艺术文化传播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东西
方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不遗余
力地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Calligraphy-Painting, Paris.
参与策划 2004 年中法文化年期间的大型项目 --《中

Series of Talks
Thoughts o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Chinese
culture.
Ahh Zed: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Toulouse.

国 . 想像 . 当代雕塑展》，在巴黎卢浮宫前的杜伊
勒公园举行。2005 年策划《法国当代画家邀请展》。
2005 年至 2010 年分别在巴黎举办了《三人行，广
东油画精品展》、《高寿荃“中国对联画”展》，
以及主办《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现代反思》的文化系

China ART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ists from

列专题讲座，分别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巴黎第十

Mainland China, Hongkong, Taiwan and the

大学和中国驻巴黎领事馆教育处举行 。在图卢兹

rest of the world, Paris.

举办《阿翟油画展》。在巴黎举办汇聚来自大陆和港、

Tibet Portrait Photograph Exhibition .

澳、台华人艺术家的《艺术中国画展》，《西藏人
物摄影展》等等的文化艺术活动。

We seek to develop a network with other
38

cultural organizations in Europe to promote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我们的文化理想而努力，同时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也在积极地开展与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组织

Europe.

展开合作，为中华文化在更广泛领域的传播和发扬
做出贡献。

2004-2005

Commissaire d’«Exposition
Peintures Françaises
Contemporaines» à Pékin et à
Canton, mais qui n’a finalement
pas lieu.
策划《法国当代画家邀请展》在中
国四大城市举办，后因时间问题没
能成行。

09/2005
Commissaire d’Exposition de
«Chefs-d’œuvre de la peinture
à l’huile de Canton » à galerier
Thuilier de Paris.
组织《三人行，广东油画精品
展》，在巴黎特里希画廊举行。

03/2007

Commissaire de conférence qui
s’intitule « Réflexion sur la culture
traditionnelle et contemporaine».
Elle a lieu au Centre Culturel de
Chine de Paris, UPF X, et Service
éducation d’Ambassade de Chine
à Paris.
《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现代反思》专
题讲座，邀请传媒大学周月亮教授
和社科院单世联博士，分别在中国
文化中心和巴黎十大进行。

04/2007
L'Exposition" Projet de Théière"
a lieu du 20 avril au 05 mai à
Castelginest. France.
Obtenu un médaille par la ville
Castelginest avec complements du
Maire et du Conseil Municipal.
在图卢兹举办《阿翟油画展》，
并获得政府颁发的杰出艺术家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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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008
Commissaire d’«Exposition spésiale
de peintures pour sentence parallèle
et peinture lettré de GAO Shouquan
» à Atelier Gustave de Paris.
策划《高寿荃中国对联画/文人画》在巴黎
古斯塔夫艺术工作室举办。展出艺术家80
多件作品。

01/2009

Commissaire « CHINE ART » à
Galeri Antichambre de Paris.
《艺术中国画展》在巴黎十三区市政厅雅
典娜画廊举办，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的
画家参展，展出100多件当代艺术作品。驻
法国大使孔泉出席和十三区区长开幕式。
并作为中国新年的主要文化活动之一。

02/2010

Grande exposition "Leurs regards"
sur le Tibet à la Mairie de Paris 13e
galerie Athena
策划《西藏人物摄影展》在巴黎十三区政
府画廊举办，展出60多件西藏人物摄影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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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文化交流项目

法国巴黎中国文化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