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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圈刮起 IP 经济旋风“农民毕加索”作品价值几何

近两年来最火热的
词之一当属IP（Intellectual Property，即 知 识 产
权），这个被互联网公司
捧红的词慢慢占据了我
们的视线。恍然间，几乎
所有我们目所能及的影
视或文化或名人都能包
装为“IP”。而“IP”经济的
模式早在20世纪中期就
已经出现。许多人把
“IP”经济称作粉丝经济，
这其实是有道理的。二
者的核心都是通过粉丝
来进行商业变现。
自去年6月以来，一
篇题为《6岁涂鸦，16岁辍
学，28年不务正业的农民
北京开个展》的网络文
章，似乎一夜之间让熊庆
华成为艺术家中的热门
IP。该文章被众多业内
大咖和知名公众号转载
后，引发媒体争相报道。
在一波接一波的传播下，
一位原本寂寂无名的农
民画家，在媒体和商业资
本的追捧下成为国内艺
术品市场上炙手可热的
“一线”名家。
事实上，熊庆华并不
是第一个借助 IP经济在
艺术品市场爆红的美术
创作者。在此之前，以打
油诗配水墨画在微博上
走红并积累起百万粉丝
的老树，还有以200元一
幅作品 PK名家周春芽
500万元大作而引发全国
舆论关注的农妇王珍风，
都是网络经济时代在艺
术圈迅速崛起的大IP。
不过，从专业的角度
来看，这类在网络起家后
进入市场的 IP艺术家的
作品，到底具有多大的艺
术价值和投资价值？
熊庆华网上走红
被网评人士称为“农
民 毕 加 索 ”的 熊 庆 华 ，
1975年生于湖北仙桃市
通海口镇永长河村，初中
辍学后就一直在家务农，
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
画家。因自幼喜欢绘画，
他自学成才，并一发不可

熊庆华《摔跤》版画

收拾，从14岁拿起画笔开
始，一画就是20多年。
不过，在34岁之前，
他没有卖出过一张画，全
是画来娱乐自己。因为
家穷，熊庆华16岁辍学，
在最艰难的日子，他利用
农闲时间当过五金厂工
人，还送过牛奶。用他自
己的话来说，无论春夏秋
冬，他生活中唯一不变的
是宅在画室画画，被村里
的人看作“奇葩”。
熊庆华主攻油画，作
品题材多与农村生活相
关，喜欢用绘画展示超现
实主义的魔幻，构建乡村
生活的意趣。虽未接受
过专业的绘画培训，但是
其构图方式和色彩搭配
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喜爱。
2005年，熊庆华曾到
深圳大芬村应聘当画工，
被一口回绝。“ 我既没有
专业文凭，又不愿意模
仿。”他们告诉他，那里需
要的是商品而不是艺
术。“ 如果每一步都是设
定好的，比起没钱，我更
受不了这种日子。”机缘
巧合之下，2009年，熊庆
华的画作被其同学雷才
兵拍下，并把照片在网上
发布，网上反响很好，有
人开始称赞他是“中国的
农民毕加索”。
不过，他真正在全国
获得广泛盛誉并成长为
艺术圈大IP，是2016年在
北京798晨画廊成功举办
了个人作品展之后。由
于受到全国媒体持续关
注，迅速聚焦的人气也给
他带来了许多资本的关
注。特别是成为画廊签
约画家后，他的作品开始
批量进入市场，进而被黑
石集团、步步高集团的负
责人以及张国立、张默、
邵伟等高端人士收藏。
记者仔细看过熊庆
华的几十幅作品，发现其
习惯用画笔来反映农村
生活的娱乐和细节，或许
是作为一名农民对土地
的天生感情，他的作品多

采用土色系，以旋转和扩
张的视觉感来增加画面
的冲击力，画面复杂而有
条理。
网上艺术圈频现大IP
熊庆华在网络上走
红后，有艺术圈人士认
为，他的画风并没有什么
稀奇，有些细节的表现甚
至还暴露出他基本功的
薄弱。这类作品在大众
面前看起来可能很新鲜，
但是在艺术上真谈不上
有什么创新，并不会有多
少艺术价值。
不过，上海诺亚财富
管理中心总裁兼 CEO汪
静波认为，熊庆华最宝贵
的地方，在于他的作品中
有表达这个巨变的时代，
他捕捉刻画了很多生活
细节，是这个时代转瞬即
逝的，“我想他的作品，现
在看起来和几十年后重
新看，都会唤起我们对这
个时代的感知和记忆，所
以我觉得他的作品有一
种可贵的，很真实的时代
性。”
评论家郭宇宽也认
为，熊庆华是一个没有受
过学院美术教育的传奇
的艺术家，他的经历的传
奇性既有好处，也有劣
势，很多人一上来就把他
的归为“农民画家”，把他
的作品当作传统的“农民
画”，有评论家还说熊庆
华的农村题材创作没有
什么新鲜的，甚至看了作
品第一印象是“他画得一
点都不好，结构造型都缺
乏基本功”。但熊庆华确
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民
画家”，大家也都看过很
多农村题材和农民画家
的作品，熊庆华的作品给
人一种不一样的视觉体
验，非常有冲击力。
无论外界评论如何，
都没有影响到这位农民
画家的作品在当前国内
艺术品市场的大卖。晨
画廊创始人和总经理周
晨说，每次展览，都会有
很多被熊老师的故事和

作品感动的人从四面八
方过来询购他的作品。
与其他被资本捧红的当
代艺术家有所不同的是，
熊庆华的画作甚少在拍
卖行上拍，而大多数在一
级市场上流通交易。根
据NO装艺术网提供的交
易信息，其单幅画的最高
价格已达72000元。
事实上，熊庆华并不
是第一位网络上走红的
非科班画家。几乎与熊
庆华同一时间成名的王
珍风，就是来自山东平度
市万家镇马二丘村一位
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家
里有十几亩农田，王珍风
本人则在附近一个小型
制鞋厂里打工。2016年，
《农妇200元一幅作品PK
名家周春芽500万+大作，
竟引起艺术圈激烈争
论！》一文在微信朋友圈
疯转，文章将王珍风和国
内知名的学院派艺术家
周春芽的作品放在一起
比对。尽管马上有著名
艺术评论家跳出来指称，
反对这种将王珍风和周
春芽进行简单粗暴地对
比的做法，类型模仿与原
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除了这两位农民画家之
外，另一位靠微博走红的

价格是商业炒作的结果，
其乡村题材的创作弥补
了艺术市场的空白。比
起科班出身的专业画家，
熊庆华有其创新性和创
造力，他的构图并不是普
通的平视构图，因为没有
接受科班训练，他的构图
和色彩是不拘一格的。
周晨强调了当代艺术讲
究艺术家内心的情绪，而
情绪恰好反映了社会状
态，而熊庆华的乡野真情
恰恰符合了这一点，这也
是熊庆华作品的收藏价
值所在，也是他作为艺术
家的价值所在。“ 未来的
艺术市场肯定是属于那
些忠于自己内心的创作，
（艺术家的）情绪和经历
熊庆华《网鱼》布面油画 打动与艺术家共同经历
老树，则是一位专门画中 的一帮人。”
国画、以打油诗配水墨的
收藏家高鹏飞则认
文人表达方式而受到网 为，目前的熊庆华还属于
友广泛关注的艺术家大 墙内开花墙外香，国内一
IP。
些职业画家都属于这种
非科班艺术的市场价值 情况，熊庆华若有捧红
那么，作为收藏者和 “四大天王”的尤伦斯那
投资者，应该如何来看待 样的国外大投资者作推
这类画家的作品的艺术 手，很可能会真正在艺术
价值和投资价值呢？
圈火起来。若没有的话，
在美术批评家粟宪 就得按国内艺术品增值
庭看来，市场的创造首先 规律来分析，有资本推手
面对的是价值标准，而价 会火得快，没有的话就只
值标准作为评判艺术好 能静悄悄地一枝独放，增
坏的尺度并不就是艺术 长缓慢或慢性地被市场
作者的社会地位、名气、 主流边缘化。
学历等这些外在的面貌， 有观点认为，当下中
更不是买卖和收藏者的 国已经有了一个由院校、
口味，而是把是否反映特 画廊、艺博会、拍卖等等
定时代的精神、心理气氛 各种元素组成的非常牢
以及从艺术史角度看它 固的艺术体制，里边的人
所具有的语言创造性作 想要成功都非常困难，更
为尺度的。
何况圈外数量庞大的创
而画廊作为一个商 作者。像熊庆华、王珍风
业部门，确定作品价格有 和老树这类社会画家，其
自己的一套体系。周晨 作品本身表现出来的创
就认为，当代艺术市场有 新和真实情绪，使得他们
这样一个链条：艺术家创 潜 在 的 市 场 价 值 非 常
造出画作、评论家对画作 大。但是非科班艺术在
进行评论、经纪人帮助画 市场上的关注度以及市
作进入艺术市场。艺术 场价值往往需要经受学
家的作品定价是画廊通 院派标准的度量，否则就
过展览和合理宣传逐步 常常会被归结为商业炒
确定和缓慢上升的。他 作的结果。
并不认为熊庆华的作品
（冯善书 胡心童）

王珍风人物作品

王珍风桃花系列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