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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超

9月24日，青岛诗歌节暨海洋文
学周将隆重开幕，为庆祝这次文学盛
会，琴岛作家书画院联合青岛作家协
会举办青岛诗歌节作家书画展。
琴岛作家书画院是青岛文化艺

术圈碰撞交流的一个平台。这种交流
旨在让更多的作家更有艺术气，让更
多的艺术家更有文学素养。琴岛作家
书画院集聚了数十位在书画艺术和
文学创作方面成绩斐然的文学艺术
家，他们笔耕不辍，发现着美、创造着
美，为我们的生活和城市增添了一些
亮丽的色彩。此次展览是对他们的创
作的展示，也是作家和诗人们以书画
艺术的形式向诗歌致敬。
本次展览将展出著名诗人欧阳

江河、西川、胡弦，著名作家王干、陈
应松、吴克敬，青岛作家高建刚、周蓬
桦、张毅、艾玛、阿占、崔均鸣、薛原、
王开生、张彤、姚法臣、刘青菊、冯国
亮、小西、刘飞云、周秋、臧磊、高希
花、陈新坦、薛寒冰、董芹芹、祝桂丽
等人的作品，还将展出著名书画家李
恺心、邱振亮、张白波、高东方、张伟、
范国强、刘咏、张风塘、郭强、杨乃瑞、
宋文京、陈灵均、石寒等人的作品。

策展人
阿岱、开生

艺术顾问
欧阳江河 李恺心 邱振亮 张白
波 高东方 张伟 张风塘 郭强

主办
崂山风景区管理局
青岛市作家协会
琴岛作家书画院
万科·青岛

承办
崂山大石美术馆
青岛太平湾万博文化传媒中心
青岛万美和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展览时间：2022年9月24日～ 10月8
日
开展时间：2022年9月24日下午3:00
开幕
展览地点：崂山大石美术馆

媒体支持
大众日报·海报、青岛日报、青岛

电视台、半岛都市报、青岛早报、青岛
晚报、网易山东、腾讯短视频运营中
心、喜马拉雅青岛运营中心、青岛文
化创意产业网、小扑青岛融媒体平
台、知乎·青岛、半岛都市报胶州全媒
体运营中心

诗意墨韵一一青岛诗歌节作家书画展9月24日开幕

诗人，批评
家。北京师范大学

特聘教授，博导。出版有13本中文诗
集和1本随笔集，以及德语、英语、法
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诗集共11
部。应邀赴全球五十多所大学及文学
中心讲学、朗诵。其创作实践深具当代
特征，在同时代人中产生了广泛的、持
续的影响，被视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最重要的代表性诗人。

1963年出生
于 江 苏 徐 州 ，

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现
执教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
院。他和海子、骆一禾被誉为北大三
诗人。出版作品有《深浅》《大河拐大
弯》等。曾获鲁迅文学奖(2001)、庄
重文文学奖(2003)、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阿齐伯格奖修金(1997)、德国
魏玛全球论文竞赛十佳(1999)等。

著名评论
家、作家、书法

家。2010年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
奖。已出版《王蒙王干对话录》《潜
京十年手记》《夜读汪曾祺》《王干
文集》(11卷)等著作。琴岛作家书
画院名誉院长。

武汉大学
中文系毕业。

小说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
学会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
《中篇小说选刊》奖、《小说选刊》
小说奖、中国环境文学奖、十月文
学奖、2019中国好书奖、首届十月
生态文学奖”。琴岛作家书画院名
誉院长。

诗人、散文
家，中国诗歌学

会副会长，江苏作协副主席，《扬子江
诗刊》主编。著有诗集《沙漏》《定风
波》、散文集《永远无法返乡的人》《风
的嘴唇》等。有英语、西班牙语诗集在
海外出版。曾获诗刊社“新世纪十佳
青年诗人”称号，《诗刊》《星星》《作品》
《钟山》等杂志年度诗歌奖，十月文学
奖，鲁迅文学奖等。

1954年生，
陕西扶风人。毕

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
现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作家
协会主席、文联副主席。历任《西安
日报》《西安晚报》副总编，西安市文
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2010年当
选为西安市作协主席。曾荣鲁迅文
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
柳青文学奖等奖项。

1942年出
生，原青岛市文

联主席、党组书记。现为青岛市文联
名誉主席，青岛书画家美术创作院
院长，青岛琴岛作家书画院名誉院
长。青岛市著名作家、画家和收藏
家。

1947年出
生。青岛科技

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艺术学院
原院长。中国美协会员，青岛美协
名誉主席。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
会长，青岛市中国画学会会长，琴
岛作家书画院名誉院长。

1944 出生
于青岛市，青岛

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
国版画家协会理事，山东版画家协
会副主席，青岛版画研究会会长，历
任青岛市美协副主席，青岛画院副
院长，琴岛作家书画院名誉院长。系
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评委。版
画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及国际画展
并多次获奖。

青岛科技
大学教授；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艺术基金评
审委员；山东水彩画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山东画院签约画家；青
岛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青岛致公
书画院院长。琴岛作家书画院院
长。

字绩之，别
署两步斋主、静

翰堂。1957年生于青岛，曾任山东
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文联
委员、青岛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驻会）、青岛市文联秘书长，
青岛市政协九、十、十一届委员。现
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
法家协会顾问、山东印社副社长、青
岛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号芹人，又
石斋，与天游堂。

中国书法家协会国际交流委
员会委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山东省文联
委员、青岛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
席、青岛康有为书学研究院院长、
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津
贴、正高二级教授。

字墨白 ,号
不其山人。1963

年1月生于青州。1983年毕业于山
东化工学院机械系，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青
岛市文联副主席,青岛市书法家协
会顾问,全国新闻出版系统书画展
评诿 ,现为青岛出版社总编辑、编
审。

现任青岛市
文联副主席，青

岛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贴专家，
国家一级美术师二级教授，中央文
史馆书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
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青岛市
美术家协会主席。

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山

东省书协副秘书长，青岛市书法家
协会主席，青岛画院副院长，青岛
市文联主席团委员。

1960年12月
生于山东即墨。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
会员，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山
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
员，青岛市文联委员，青岛市文艺评论
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书法家协会顾
问。青岛市国学学会顾问，琴岛作家协
会书画院顾问。

生于1964
年。河南博爱

人。书画家、艺术评论家、文化学
者。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

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青岛市书法家协会顾问。青岛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
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

山东莱
西人，1988年

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2014毕业于
广州美院花鸟画方向研究生班。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楹

联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
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青岛市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青岛美协花鸟画
委员会主任。

別署石翰、
见山吟馆、逸堂、

存心阁、方滋山房、我闻楼等。
现居青岛，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琴岛作家书
画院顾问，自由艺术家。

欧阳江河 西川 王干 陈应松 胡弦 吴克敬 李恺心 邱振亮

张白波 高东方 张伟 范国强 刘咏 张风塘 郭强 杨乃瑞

宋文京 陈灵均（令军） 石寒
青岛市作

家协会主席、青
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院长、《青岛
文学》主编。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文学创作。小说、诗歌等散见于《收
获》《当代》《中国作家》《人民文学》
《诗刊》等，入选《小说选刊》《小说
月报》《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等多种
选本。

高建刚
知名作家、

散文家。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山东省散文学
会副会长，中国石化作家协会副主
席，琴岛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已出
版散文集《风吹树响》《浆果的语
言》《沿着河流还乡》、《故乡近，山
河远》等8部。

周蓬桦
诗人、作

家、画家。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琴岛作家书画院副
院长。在《当代》《新华文摘》《诗刊》
《星星》《青年文学》《散文》《红岩》《山
东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散
文多篇（部）。小说、散文多次被《小说
选刊》《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选
载；诗歌、散文入选多种选本。

张毅
生于上世

纪七十年代初,
湖南澧县人。现为青岛文学创作研
究院作家。琴岛作家书画院副院
长。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
《中国作家》等杂志发表小说多篇。
获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排
榜奖，山东省第二届、第五届泰山
文艺奖。

艾玛
1965年 3

月出生于山东
莱阳，1988年7月毕业于青岛海洋
大学。1995年3月正式调入青岛日
报社，集团发行处处长、集团研究
室主任等职。现为青岛日报社编委
会专职委员、高级记者。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以散文诗创作为主。琴
岛作家书画院副院长。

崔均鸣

著名诗人、作家 青岛著名书画家

青岛作家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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