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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4日，为进一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庆祝加拿大成立150周年，“中国千年玉雕

之美”特展暨“感动世界的中国绘画——齐白石吴昌硕《山水花卉十二屏》”大展于温哥华保

利艺术馆隆重开幕。保利文化北美董事总经理陈宜女士、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代总领事孔

玮玮、本拿比市议员王白进先生出席本次开幕仪式并致辞。参议员胡元豹先生发来视频，对

两个画展的开幕表示祝贺。

众所周知，玉是贯穿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文化载体，中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长

的国家，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展览遴选宋代至清代一千多年间六十余件玉雕精品，旨在

用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玉器展览讲述中华玉文化的至美故事。加拿大也是一个玉矿储量丰

富、玉雕技艺精湛的国家，此次展览将以积淀几千年的”东方玉文化“对话”西方玉文化“；古

语云“君子比德如玉”，愿以玉会友、以德交心，以最美好纯粹的艺术语言，为加拿大建国

150周年带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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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中秋，特别奉献“感动世界的中国绘画——齐白石吴昌硕《山水花卉十二屏》”大展，该

展览汇聚宋代到近代的画坛巨擘的巅峰作品——赵孟頫《心经》、曾纡《人事帖》、吴昌硕

《花卉十二屏》、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等，以典藏级作品为桥梁，传达大师们对中华文

化之美的自我解读。

保利文化北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文化北美”）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开展中国

与北美的双向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开业至今已大力促成包括中国爱乐乐团温哥华演出、乾

隆皇帝的’古’与’洋’”、“吉金——保利中国古代青铜器精品展”、“金玉茗香——明清铜炉特

展”等一系列策展脉络清晰、同时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华艺术品展。今年6月，由保利文化

北美主要赞助的温哥华美术馆“莫奈的秘密花园”夏日晚宴顺利举行，超过400位本地各界贵

宾应邀参加并慷慨解囊，为温哥华展览和教育项目筹集到100万加元，是2016年晚宴筹款的

近两倍，为本地社区的文化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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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文化北美董事总经理陈宜女士表示“在中秋节这个美好的传统节日里，衷心希望通过两

个中华文化艺术精粹展的举办，一方面进一步促进中加文化艺术交流，做为多元文化的一份

子，为本地社区文化艺术的繁荣做出有益贡献；另一方面，也为中加两国人民送上美好的节

日祝福，希望大家一同观玉赏画、乐享中秋！”

“中国千年玉雕之美”特展将展至2017年12月2日；“感动世界的中国绘画——齐白石吴昌硕

《山水花卉十二屏》”大展将展至2017年10月12日，欢迎广大市民莅临观赏。在两个展览期

间，温哥华保利艺术馆将陆续推出“中秋观玉赏画”专场、玉雕品鉴艺术沙龙等活动，欢迎关

注保利文化北美官网及微信公众号，浏览展览相关讯息。

“中国千年玉雕之美”特展

展览时间：2017年9月20日至12月2日（周二至周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

特别说明：艺术馆在以下时段不对公众开放，如有不便，敬请谅解！

· 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

· 10月5日，上午10点至12点；

· 10月7日，下午3点至5点；

· 10月11日，下午2点至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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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花卉十二屏 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白菜 齐白石的花卉草虫册页

齐白石画花卉技巧 齐白石十二条屏 吴昌硕绘画风格

吴昌硕三千年结实之桃介绍 齐白石山水作品欣赏 齐白石绘画邮票

齐白石三千年果 保利山水怡城户型图 玉雕花卉摆件

我来说两句 0人参与，0条评论

展览地点：温哥华保利艺术馆 Poly Culture Art Center,#100-905 West Pender St., 

Vancouver 

“感动世界的中国绘画——齐白石吴昌硕《山水花卉十二屏》”大展

展览时间：2017年10月4日至10月12日（周二至周日 10am至5pm）

展览地点：温哥华保利艺术馆 Poly Culture Art Center #100-905 West PenderSt. 

Vancouver, BC V6C 1L6

附：《北京保利拍卖秋拍艺术品公开征集公告》

“感动世界的中国绘画——齐白石吴昌硕《山水花卉十二屏》”大展期间，保利拍卖书画专家

将进行秋拍艺术品公开征集，门类涵盖中国古代书画及近现代书画，欢迎来电或发Email垂

询征集详情。

征集时间：10月5日—10月8日

征集门类：中国古代书画、近现代书画

征集地点：温哥华保利艺术馆 Poly Culture Art Center #100-905 West Pender 

StreetVancouver, BC V6C 1L6 

咨询Email：polyusa@polyauction.com

咨询电话：（604）284-3333 /（650）455-6612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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