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rge  & Bella眼中的青岛女孩     

画展时间：2014年5月16日18：30帷幕开启 

 Date: 18:30    May  16th   

 

画展地点：燕儿岛路17号 

 Location: No. 17  Yaner  Dao  Road  138ART  COFFEE & FLOWERS 

 

Tel：Jorge  15588660835 

           Bella  13606391867 

 

 

 

 

 

 

 



Qingdao Girls 
青岛女孩 



青岛女孩 

“Qingdao Girls Advertising Posters” 
Art Exhibition 

 
        还记得20世纪的“大上海”吗？那你一定记得百乐门唱歌的女孩、老电影里的帮派争斗，还有被称
作“摩登”的上海姑娘们。时间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人们依然记得他们，记得他们的故事，记得华丽妩
媚的旗袍，还记得那个时代令人羡慕之极的一个词——POSTER。 
今天，在不同的时间——21世纪，不同的地点——青岛，美国画家眼中的青岛女孩是什么样子呢？ 
乔治佩雷兹·卢比奥 （美国画家）和赵佳鑫 （中国），将于2014年5月16日于138ART举行”青岛女孩
“个人画展。 
 

        American Painter Jorge Perez Rubio - and Chinese Designer Isabella  have recreated the  vintage 
advertising style commonly known as the "Shanghai Girls" or "Shanghai Lady Posters“ of the 1920's 
and 1930’s.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any Western Artists worked with Chinese Advertising  Companies. 
They were primarily located in Shanghai, but were also in many other cities in China,  to promote their 
products using posters that captured the spirit of the age.  This brief moment of time between the 
horrific wars of the century, yielded an original and remarkable style of advertising. The "Qingdao Girls 
Poster s" are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se two artists based in Qingdao who wanted to pay tribute to 
the art style. Using products of companies that are based in Qingdao, they hope to promote local 
commerce and encourage unity among the 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 The exhibition highlights 
Qingdao based companies like Taishan Tobacco, Laoshan Cola, Hisense and many more. 

        Jorge and Bella hope to capture the spirit of this golden age of advertising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rt style by combining his portrait work and her keen graphic design experience to 
celebrate companies and business in Qingdao.  



Qingdao Girls 

海信集团 
 拥有海信电器（600060）和海信科龙 
（00921）两家分别在沪、深、港三地 
上市的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持 
有海信（Hisense）、科龙（Kelon）和容 
声（Ronshen）三个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 
集团。海信电视、海信空调、海信冰箱、 
海信手机、科龙空调、容声冰箱全部当 
选中国名牌，海信电视、海信空调、海 
信冰箱全部被评为国家免检产品，海信 
电视首批获得国家出口免检资格。 
 
 
 
 
 
PORTRAIT: Jorge Perez Rubio  
DESIGN: Isabella 
DIMENSIONS（MOBILE）:12cm×19cm 



 
崂山啤酒: 
青岛啤酒集团旗下品牌： 
采用著名崂山泉水和澳大利亚进口 
大麦酿制的崂山啤酒，被评为山东 
省名牌产品，崂山牌商标荣获山东 
省著名商标称号，崂山啤酒是全国 
轻工总会报国务院审批的啤酒行业 
保护民族工业十大品牌之一，多次 
荣获国内外金奖。 
 
 
 
 
 
 
 
PORTRAIT: Jorge  
DESIGN: Isabella 
NET WT:600ml 



 青岛新希望琴牌乳业有限公司： 
  前身是有五十多年乳品加工历史、青岛 
  市最大的集奶牛养殖、乳品加工、销售 
  配送于一体的青岛市奶业总公司。产品 
 主要包含巴氏奶、风味奶、酸奶、乳酸 
  饮料等系列产品。 先后通过ISO9001和   
  HACCP认证，成为青岛市乳品行业第一 
 家通过食品安全、市场准入的QS认证的 
 企业；在2011年3月，公司又顺利通过了 
 国家新一轮的生产许可审核，成为了山 
 东省第一批通过QS认证的乳制品企业。  
 
 
 
 
 
 
  
     PORTRAIT: Jorge Perez Rubio  

      DESIGN: Isabella 
  NET WT:250ml 
 



    
 
 
 
  青岛崂山可乐有限公司： 
   1953年，国家在青岛组织科技人员 
  开发的中国一种碳酸饮料---崂山 
  可乐。它更因其蕴含的健康理念而 
  独具一格，充满个性，倍增魅力。 
 
 
 
 
 
 
 
 
 
 
 PORTRAIT: Jorge  

  DESIGN: Isabella 
  NET WT:335ml 

Qingdao Girls 



青岛金大鸡味素有限公司： 

鸡牌味精始建于1936年，至今已有70年 
的生产历史，是岛城知名的老品牌。 
1980年获得山东著名商标，并先后获得 
山东优质产品、全国轻工业优质产品、 
国家质量银奖、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 
奖等26项荣誉。2003年后重新注入资金、 
加强管理，并以技术创新为依托，实施 
鸡牌味精的做大做强战略。不仅研制开 
发出鸡牌鸡精、鸡牌特鲜味精等新产品， 
而且还延伸上下游产业发展链条，这让 
鸡牌味精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循环 
经济之路。 
 
 
  
 
 
 PORTRAIT: Jorge 

 DESIGN: Isabella 
 NET WT:500g 



澳柯玛是世界知名的制冷装备供应商。 
是全球制冷家电、环保电动车和生活家 
电领先制造商之一。 冷柜产品截止2012 
年已连续十七年国内同类产品产销量第 
一。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成立于 
1987年，于2000年12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澳柯玛坚持以成为全球最受 
信赖的制冷装备供应商和“制冷专家” 
的战略目标，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形成 
了以冰柜、冰箱、商用冷链产品为核心 
业务，以超低温设备、电动自行车、洗 
衣机、生活电器、自动售货机为发展业 
务，以新能源电动工具车、冷链物流装 
备、新能源家电为未来业务，多层次、 
多梯度的产业格局。 
 

 PORTRAIT: Jorge Perez Rubio  

 DESIGN: Isabella 
 VOLUMNE:2199L 



山东中烟: 
泰山香烟始创于1928年，借鉴泰山 
独特的自然和文化底蕴，以泰山风 
光和儒家文化为理念，推出许多优 
秀产品，主要有泰山儒风、泰山乐 
章、泰山望岳、泰山新品、泰山华 
贵、泰山八喜、泰山东方等，以 
“纯、清、净、雅”的产品风格， 
突显泰山“气质清逸的人文型品牌” 
形象，儒风泰山高端卷烟以君子泰 
而不骄的品位，重新定义高端中式 
卷烟的文化内涵。 

 
 
 PORTRAIT: Jorge Perez Rubio  
 DESIGN: Isabella 
 PACKAGE:20 CIGARETTES 



将军烟草集团: 
成立于1993年1月，是全国烟草行业首家企 
业集团。包括济南、德州、临清、沂水和 
新疆五家卷烟厂，华英、中国烟草哈萨克 
斯坦两家合资烟草公司，主要生产“将军”、 
“大鸡”、“琥珀”、“九州”、“雪莲”、 
五大系列和“沂蒙山”、“天元”、“泉 
城”、“齐鲁”等牌号卷烟。“将军”、 
“大鸡” 牌卷烟被评为省优、行优名牌产 
品，其中“将军” 牌卷烟为国优产品。 
 
 
 
 
 
 
 
 
 
 
PORTRAIT: Jorge Perez Rubio   
DESIGN: Isabella 
PACKAGE:20 CIGARETTES 



海尔集团： 
公司1984年创立于青岛。创业以来，海尔坚持 
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创新体系驱动企业持续健 
康发展，从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 
厂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用电器制造商之一。 
2012年，海尔集团全球营业额1631亿元，在全球 
17个国家拥有8万多名员工，海尔的用户遍布世 
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PORTRAIT: Jorge Perez Rubio  
DESIGN: Isabella 
DIMENSIONS :60cm×60cm×80cm 



Qingdao Girls 

青岛女孩 



 

Qingdao Girls  
thanks to –138ART  Coffee & Flow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