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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立场     现代的眼光

使命：致力于推动中国美术事业和当代艺术创作的发展，促进全

球化时代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的研究与交流。

任务：致力于组织、奖励和资助中国传统艺术、中国现代美术和

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创作和推广，赞助艺术界的展览、

研究和交流活动，奖励和资助美术教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和

艺术史的研究与出版。通过本会和托管于本会的各专项基金为国

内外同仁创造共同促进中国美术事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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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专项基金    支持中国申办世界艺术史大会

“世界艺术史大会”是国际重大文化盛事，从来没有在西方以外的国家举办。中国的

申办不仅有利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也有利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实现。吴

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做出重大决策，在国家拨款下达之前，全力支持中国艺术界和中国艺

术史学会（筹）申办世界艺术史大会！

2008年1月，基金会资助中国艺术史学会筹备工作组首次以国际艺术史学会国家会员身

份，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第32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活动。

2009年，基金会资助中国申办委员会进行精心地准备材料。经过激烈竞争，终于成功

取得了“2016年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在北京举办的申办资格。

国际艺术史学会理事会成员，左起学术秘书Thierry Dufrene先生、副主席Jacek Purchla先生、行政秘书兼财务执行

官Peter Schneemann先生、副主席Ruth Phillips女士、副主席Frederick Asher先生

艺术史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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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基金会决定拨款成立“艺术史专项基金”，支持中国申办2016年第34届

世界艺术史大会。该项基金还将为国际艺术史学会（Comité Internatioanle d’Histoire de 

l’Art，简称CIHA）学刊和《中国艺术史研究年鉴》的编辑出版提供启动资金。

“艺术史专项基金”旨在通过提高中国艺术史界的整体学术水平，加强中国艺术

史界与国际艺术史界的联系与合作，以推动国际艺术史学会发展策略由“国际化”

（International）向“全球化”（global）的转变，从而改变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独占全

局的学科格局，引入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审美体系与艺术观念，解决在全球化、数字化

和图像时代即将到来的大背景下，艺术史研究中的新问题，催生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角

度，最终促进艺术史学科在全球的整体发展。

2009年夏，国际艺术史学会派出代表彼得·施内曼赴中国考察之后，中方与国际艺术

史学会的联络日益密切，申办世界艺术史大会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2010年9月23日，

国际艺术史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理事会扩大会议，进一步与中方探讨与2016年世界艺术史

大会相关的学术筹备与行政筹备事宜。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艺术史专项基金”对本

次会议提供了直接支持。

基金会资助中国艺术史学会（筹）参加第32界艺术史大会

艺术史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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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IHA近期即将展开的学术活动

CIHA现任主席詹妮·安德森女士首先对中方关于申办2016年世界艺术史大会的筹备工

作做出了肯定，并对邵大箴教授、范迪安馆长和朱青生教授为此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CIHA将会举办多次学术会议与活动，分别在约翰内斯堡、

斯洛文尼亚和佛罗伦萨进行。CIHA期望中国方面可以在2011年初的约翰内斯堡会议上提

出申办的总体主张，并将在佛罗伦萨会议上特别设立讨论中国、日本和伊斯兰艺术的分

会，议题将会涉及绘画和书法之间的界限，并以中国、日本和伊斯兰国家的艺术创造为

范例进行讨论。CIHA期望通过这些学术活动，进一步促进与中方的关系，建议中国筹备

组工作成员及其同事参与CIHA的各项活动，以便在中国艺术史界和世界艺术史界之间打

造共同的语言，并期待更多女性学者的参与。

CIHA具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希望在未来创造更加辉煌的历史，特别是能够在中国有

辉煌的发展。

国际艺术史学会理事会扩大会议现场。2012年世界艺术史大会主

席Ulrich Grossmann先生（左）；国际艺术史学会现任主席Jaynie 

Anderson女士（右）

艺术史专项基金

国际艺术史学会理事会扩大会议纪要

时间：2010年9月23日15:00-18:15

地点：中国美术馆七楼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詹妮 · 安德森

与会人员名单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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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2年纽伦堡世界艺术史大会——德国国家博物馆馆长Ulrich 

Grossmann发言

作为2012年第33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主办方的纽伦堡德国国家博物馆，

成立于1852年，是研究历史、文化与艺术的专门机构。艺术史研究在全球

化和数字化的发展大趋势之中，所研究的问题和遭遇的状况得到了全新的

拓展，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西方艺术史无法为之提供答案。博物馆是收

藏、保护、研究和呈现文物与艺术品的重要场所，因此，对于推动新时期

艺术史研究的发展，也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即将在这里举办的2 0 1 2年世界艺术史大会，以“物的挑战”

（Challenge of Objects）为主题，设立21个分会场，针对艺术史研究的对

象和理论展开讨论。艺术史研究者在工作中，都会面临“物”的挑战，这

实际上是艺术史研究中的传统问题，也是根本问题，它涉及了艺术中的

“物”是什么？它是为谁创造？为何种目的而创造？它的原初状态怎样？

它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等因素有什么关系？它在艺术

史中具有怎样的位置？它是否仅仅是某个特定年代的人们对于美的反应？

德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Ulrich Grossmann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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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的评价应该怎样进行？艺术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从这些根本问

题生发开来，2012年世界艺术史大会实际上并不是要针对某个观点进行

评论，也并非要评价某个特定的“物”，而是要让艺术史研究者们对于

“物”本身，对于艺术史研究的对象本身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从而激发新

的研究方法与角度的产生。

“物”的概念是多元化的，从历史上看，它是不同文化的产物，也是

当时艺术家的心理状况与活动的记录，并对艺术家本人发生影响。在博物

馆中，这个“物”实际上是展示的对象，来自于不同背景、不同地区的艺

术品被放到一起进行展示。从物的角度看待这些艺术品，具有很重要的启

发意义，可能会促使学者们把对于某些时代的新的思考联系在一起。例如

艺术市场对于艺术史的影响，艺术市场到底要发挥怎样的作用，到底应当

受到褒扬还是否定？艺术市场如何影响物，如何影响博物馆和媒体？此

外，不同文化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将会是大会讨论的内容或背景，在

此基础上探究“物”在文化和国家、群体和个人之间的总体的联系。

在对物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要考虑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影响，要把艺

术史纳入到艺术的范畴之内，这就需要关于“物”的重新定义。现在有一

些关于“物”的新理论。大会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大学学者、艺术史家、博

物馆管理者、文物保护者相互交流的平台，在此平台上探讨全球化和数字

化在艺术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应有怎样的表达，作为学者应有怎样的态

度，对“物”本身要展开怎样的研究等。

此外，本次会议将讨论与“物”有关的新的研究方法，会涉及很多专

业知识和技术。如果艺术史研究者能够像技术人员那样去提出问题，分析

艺术品，通过技术手段了解艺术品，那么他们就会更好地了解艺术品在艺

术史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影响了艺术史研

究领域，而且也改变了整个社会，这反过来也就影响了“物”本身。

艺术史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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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艺术史届关于2016年世界艺术史大会主题的初步构想——

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教授发言 

中国方面对于2016年大会主题的设计只是一个开始，要通过这次会议

来听取CIHA各位理事们的意见，共同推进关于问题的理解。关于会议主

题的思考，主要根植于以下四个维度：

第一、未来的艺术会是怎样？今天的世界正面临着图像时代的到来，

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出未来的艺术将会如何。因此，在进行大会主题设计

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艺术的开放性和诸多变化的可能。这是我们考虑的

第一个纬度。

第二、艺术曾经是什么？对于过去的艺术的定义与理解，构成了设计

2016年世界艺术史大会主题的关节点。各个文化、民族和地区的人们，把

什么当作艺术，把什么东西当作艺术品，又把什么活动当作艺术活动，

艺术活动在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中具有怎样的位置。这里包含的问题

非常多，可以是艺术与统治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艺术和人的关系。后者

在中国文人画中具有最为清晰的表达，同时也引发出对于艺术的不同的理

中国美术史学会筹备工作组

执行委员、吴作人基金会执

行秘书长朱青生教授发言

艺术史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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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国的文人画在英语中曾被翻译为业余爱好者的艺术，因为当时文人

们做艺术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并不是将艺术作为公共的工具。艺术和个

人之间这种私密的关系，将艺术从公共领域带入私人领域，一旦进入私人

领域，很多细小的题目就会得以展开：例如对于不同年龄、性别、文化背

景、身份的人，艺术的意味并不一样，从这些角度切入进行追问，将会衍

生出一系列关于艺术的题目。特别是东亚地区具有和西方艺术完全不同的

文化传统，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艺术的问题进行重新探讨和解

释，无疑会促进艺术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三、中国艺术史界能为CIHA做出怎样的贡献？中国加入CIHA之

时，恰逢CIHA从国际化向全球化转变的关键时刻，而中国之所以能够为

此做出贡献，正是因为在历史上，中国人的艺术观念与西方人不同，因此

中国我们有理由也有能力帮助CIHA完成全球化的推进。

第四、2016年大会的主题与2012年纽伦堡大会主题具有怎样的逻辑关

系。如果说，纽伦堡会议的问题是“物”，也许中国会议的问题是“非

物”，是中国文化中通过并非一定是物的方式所建立的美学观念、精神意

识和对于历史的态度，甚至可以讨论艺术是否必须和历史相关联。因为艺

术中有些目的正是要穿透历史、脱离现实、超越生活，完成人的永恒。一

旦人在永恒中达到很高的境界，也许艺术就不能相容于历史了。提出这样

的问题，大会的讨论就不只是指向过去，而且指向未来，不仅指向中国和

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指向地方性和全球化的关系，而是指向人类的

存在和理想之间的关系。

与会代表针对如何定义艺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引申出艺术

史家如何记录艺术的体验，艺术史如何撰写，由谁去撰写，为谁去撰写，

在哪里撰写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其他学科对于艺术史学科的启发

意义，艺术史学科自身所面临的若干困境等方面。在CIHA理事会看来，

大会主题的选择，需要在学科传统、全球角度以及东道国的观念之间寻求

某种平衡，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而中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这会

给学科带来很多增值效应。更为重要的是，中外双方是在同一个出发点上

来开展相关工作的，这无疑会保证日后合作的顺畅进行。此外，不同届大

会之间的关联性确实非常重要，纽伦堡大会关注“物”的问题，如果2016

年大会关注如何去使用艺术创造的不同叙事方式来描述艺术，会是一个很

有意义的新角度。

艺术史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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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为申办2016年世界艺术史大会所作的组织工作准备——中 

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发言

中国方面对于筹备2016年大会在行政组织方面所作的准备，主要有以

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政府近年来对文化与学术的国际交流十分重视，除奥运会

之外，去年和今年两年期间，中国政府支持举办了几个文化领域的重要国

际会议，包括去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世界设计师大会，今年在北京举办的

音乐教育大会，今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美学大会，今年11月将在上海

召开的世界博物馆大会，这是与艺术史紧密相关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上

海还将举办国际现代艺术馆馆长及策展人年会。以上会议都得到了中国政

府和举办城市的地方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去年以

来，北京市政府提出了把北京打造成真正的国际都市的新目标，意味着政

府将对北京的国际活动，特别是文化活动提供更加充足的支持，因此，中

方将尽快通过文化部向中央政府申请对2016年世界艺术史大会的支持。

第二、在2016年之前，中国要做好艺术史界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形

成合理的学术分工，做出相应的准备。艺术史界在中国包括考古界、文物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作人基金会

理事长范迪安发言

艺术史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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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界、博物馆界、艺术博物馆界、大学、出版和各种专门研究机构的专

家学者，还包括许多在其他领域从事艺术史研究的专家。这几年中国一直

在酝酿成立中国美术史学会，已经形成了以邵大箴先生为首的筹备工作

组。通过工作组，就能够使得中国艺术史家们所处的各个团体，各个机构

形成一个整体，按照大会的条件和要求开展工作，在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

背景下，建立更大概念范围的美术史学会，广泛联系历史、宗教、科技、

语言、文字诸多方面的力量，为2016年大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三、北京在场地、空间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和条件。具体而言，

北京的众多博物馆、大学及相关机构，能够为2016年的世界艺术史大会提

供场地的支持与贡献。这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

大剧院，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的今日美术馆、中央美

术学院美术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科学技术馆，以及即将在

鸟巢附近兴建的国家美术馆。中国政府不仅要建设国家美术馆，而且决定

在周边建设一个全新的北京文化设施区域，范围包括北京数字大厦、国家

会议中心、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国家体育馆、国学中心、中国工艺美术

馆、中国音乐博物馆、中国戏曲博物馆，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该建筑群的建筑面积总计将超过28万平米，其中国家美术馆的面积为13万

平米，我们已经向全世界的著名建筑设计师发出邀请，在未来四年到五年

内建好新馆，由此来迎接2016年世界艺术史大会的召开，提供整体的服务

和支持。在场馆组织方面，我们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各个机构都愿意

参加到大会的筹备工作之中，愿意进行会议分会场的准备和提供会议所需

的服务，二是这些场馆在交通上能够顺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都

处在北京北部城区，便于参会人员在不同会场之间的转换。

第四、2016年世界艺术史大会所需经费将通过至少三个渠道得到解

决，第一个渠道是于明年向政府申请立项，通过文化部向中国财政部申

请会议专项资金，在2016年之前，以年度筹备经费的形式给予支持，会议

召开之前，以专项经费的形式给予支持，这也是中国举办往届大型国际会

议所采取的方式；第二个渠道是参加大会筹备的各个机构，它们将会从明

年开始按照学术工作的结构来进行分工协作，各个机构会各自申请专项经

费，例如大学通过教育部申请专项研究经费，艺术研究机构向国家进行申

请艺术科研经费等；第三个渠道是争取社会赞助，包括交通、住宿等涉及

会议服务的机构，包括文化事业机构，例如出版社、印刷集团、印刷公司

等，也包括具有文化发展眼光的大型企业等。

艺术史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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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方以上的准备工作，与会的中外代表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补充意

见。CIHA各位理事会成员普遍认为，在此基础上，吸收全球艺术史学科的学生参与大会

的组织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可以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为学科的发展积蓄力量。

2008年的墨尔本世界艺术史大会中，由研究生参与规划了一些活动；2012年的纽伦堡大

会在21个分会之外，针对研究生设立了第22会场，让年轻的学者有机会表述他们的成果

和的观点。学生的参与，需要会议组织方考虑增加针对学生的宣传手段，提供专门的奖

学金项目，以及会议时间的确定与学期不发生冲突等问题。

在经费方面，会议组织方还需要考虑为与会人员提供差旅和住宿费用的问题。墨尔

本大会从CIHA得到了约150万澳元的经费，主要赞助还是来自于其他机构。李公明则以

中欧论坛为例，提出在会场设置上的观念改变，在不同城市举办分会，然后在北京举行

全体会议，以便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与当地文化的发展进行深入接触。

最后，文化部方面的代表安远远女士发言，表达了对CIHA工作的支持，并认为艺术

史对未来中国的艺术、学术和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希望世界各国的艺术史学家、

艺术史研究者和学生来中国分享研究的成果。在今后的工作里，会对此项工作给予直接

的支持，协调中国的其他机构来积极支持会议的申办与日后的承办。

与会代表对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对本次会议的资助，对中国美术史学会筹备工作

组日常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将积极参加基金会在2010年10月28日至30日期

间组织的国际艺术基金论坛。

艺术史专项基金

国际艺术史学会副主席Frederick Asher先生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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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专项基金

与会人员名单

CIHA理事会成员：

CIHA现任主席、墨尔本大学艺术史系主任、教授詹妮·安德森（Jaynie Anderson）

2012 年纽伦堡世界艺术史大会主席、德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乌尔里希·格罗斯曼（Ulrich Grossmann）

CIHA副主席、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艺术史教授鲁思·菲利普斯（Ruth Phillips）

CIHA副主席、波兰国际文化中心主任亚策克·普尔赫拉（Jacek Purchla）

CIHA副主席、日本秋田大学艺术史教授田中英道（Hidemichi Tanaka）

CIHA副主席、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艺术史教授弗雷德里克·阿舍（Frederick Asher）

CIHA学术秘书长、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艺术史教授蒂埃里·杜夫海纳（Thierry Dufrene）

CIHA行政秘书长兼财务执行官，瑞士伯尔尼艺术史学院教授彼特·施内曼（Peter Schneemann）

中国美术史学会筹备工作组成员：

召集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

执行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

执行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

执行委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

执行委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郑岩

执行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

执行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

执行委员、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

执行委员、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邵亦杨

联络工作组成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潘晴

联络工作组成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史论系副主任张敢

联络工作组成员、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世界艺术部总监刘平

专家：

文化部艺术司文学美术处处长安远远

北京大学教授、副院长丁宁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高士明

清华大学教授、副院长杭间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系主任李公明

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刘伟冬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艺美术馆馆长吕品田

《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人文学院艺术管理学系主任余丁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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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专项基金

支持国际艺术史学会在京召开学术会议 

国际艺术史学会（CIHA）理事会在北京召开期间，秉承CIHA注重学术的一贯

传统，9月23日上午首先在中国美术馆召开了“东西方的艺术展览策划”国际学术研

讨会。发言嘉宾有CIHA副主席Frederick Asher，他就印度在后殖民时代，运用视觉

文化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CIHA行政秘书兼财务执行官Peter 

Schneemann的报告关注当代艺术策展活动中，策展人作为展览创作者的身份与功

能；CIHA副主席Jacek Purchla则就目前中欧地区的现状，分析了博物馆馆长与策展

人所面对的新形势与新问题。

此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丁宁、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常务副院

长高士明、故宫博物院研究部主任余辉、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李公明、中央

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余丁、《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

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均针对外方嘉宾的发言做出回应，

并系统陈述了各自的思想，深化了关于策展问题的思考与认识。

中国美术史学会筹备工作组召集人邵大箴先生致辞



13

艺术史专项基金

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余丁发言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

高士明发言

国际艺术史学会行政秘书兼财务执行官

Peter Schneemann发言

国际艺术史学会副主席

Jacek Purchla发言

广东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

李公明发言

故宫博物院研究部主任

余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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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艺术北京”学术专题展

继2006年主办“艺术北京”后，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再度与“艺术北京”合作，

主办其“经典艺术博览会”的学术专题展。

“2010艺术北京·经典艺术博览会专题展”于2010年9月16日至9月19日在中国农展馆

举行，由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艺术北京学术委员会、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联合主

办。展览以20世纪中国美术为主体，涵盖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素描等各个艺术

门类，共包含三个专题展。

展览一  “素描基础：新中国画的革命？”

主办：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吴作人档案

策展人：朱青生 

参展艺术家：吴作人 

展览内容：策展人以20世纪中国美术的代表艺术家吴作人为案例，通过对吴作人素

描和中国画创作关系的深入研究，探讨20世纪中国画变革的思想来源和创作语境，并以

独特的设问方式，展现了立于当下的多维性思考和开放性结论。本次展览所展出的吴作

人作品，很多都是首次对外展出的作品，除艺术价值外，还具有很强的历史文献价值。

艺术北京

学术专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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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二  “化迹纸上”

主办：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版画系 

策展人：李帆 

参展艺术家：徐冰、谭平、苏新平、王华祥、刘野、缪晓春、洪浩、李帆、康剑

飞、杨宏伟 

展览内容：“化迹纸上”展示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纸上创作部分，展览作品涉及

素描、速写、水彩、水粉、版画等画种，力图呈现中国当代创作的丰富性，以及中国当

代艺术家多元化的创作实践。

展览三  “开拓创新——新中国第二、三代雕塑家作品展” 

主办：艺术北京执行委员会 

策展人：米洁、邵菁菁 

参展艺术家：董祖诒、曹春生、文慧中、盛杨、陈桂轮、白澜生、王克庆、郭宝

寨、司徒兆光、张德华、田世信、孙家钵、张照旭、赵瑞英、李守仁、杨淑卿、刘士

铭、刘焕章、张大生、夏乙乔、史美英

展览内容：展览通过文献与原作相结合的展出方式，对新中国雕塑历史进行回溯。

参展艺术家为新中国以来的雕塑家代表人物。这一代艺术家是新中国雕塑艺术的开拓

者，他们又从事新中国美术教育，成为中国当代美术教育的开创者。他们的艺术贡献有

目共睹，他们的艺术精神承前启后。

展览现场

艺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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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九龙山艺术创作研究中心”集体亮相

为解决广大艺术家创作空间局促的现实困难，给艺术家提供一个完善的工作场所，

1993年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与中国林业科学院合作，以联建共用的方式创建了“吴作

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九龙山艺术创作研究中心”，并得到北京市和门头沟区政府的大力支

持和协助。中心地处北京西郊的门头沟区九龙山自然保护区，成立十多年来，聚集了数

十位艺术家。艺术家们在安静和良好的条件下，勤奋进行艺术探索，创作了不少优秀的

作品。

为向艺术同行、向社会、向给以关怀和帮助的单位与朋友汇报十多年的劳动成果，

2010年7月6日至16日“九龙山首届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曾经和正在九龙山艺术

研究中心居住的30多位艺术家参展。展览由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中国国家林业局书

画协会、国子监油画艺术馆、《艺术》杂志社联合主办。开幕式上艺术家代表闻立鹏、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秘书长商玉生、中国林业教育协会理事长杨继平、中共北京市门

头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衣丰飞分别致辞祝贺。

参展艺术家：张仃、邓澍、张钦若、侯一民、李化吉、权正环、闻立鹏、李秀实、蒋采

萍、潘世勋、曹达立、崔开玺、朱乃正、刘秉江、周昭坎、阎振铎、张祖英、景玉书、

邓琳、尚扬、王炜、王景 岚、宋焕成、刘凤兰、孙景波、刘巨德、钟蜀珩、龚田夫、王

文澜、王文扬、丁杰、孔宁、陈晓林、潘缨、李辰、刘人岛、张笑蕊、闫博、崔柳、刘

商英、宋丹青

九龙山首届艺术展开幕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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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易罡抽象艺术20年回顾展”在京展出  王易罡先生

为“中国艺术批评基金”捐画

2010年7月10日下午4点，“王易罡抽象艺术20年回顾展”在今

日美术馆展出，该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中心、鲁迅美术学

院、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今日美术馆共同主办。文化部副部长

王文章，吴作人基金会理事长范迪安、执行秘书长朱青生、副秘书

长殷双喜等艺术人士在开幕仪式上致辞祝贺。

展览开幕前，在今日美术馆多功能厅举行了王易罡抽象艺术研

讨会，殷双喜、王春辰、王端廷、杨卫、徐虹等批评家均发表了对

王易罡作品的看法，探讨了抽象艺术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并就抽象艺

术的学术发展做了深入讨论。展览现场嘉宾云集气氛热烈，在各路

观众的沟通交流中，众人观览了王易罡20年来各阶段的艺术作品。

王易罡先生为了支持吴作人基金会“批评专项基金”的建立，

特向基金会捐赠一幅作品。日前作品已运抵基金会，准备在就近的

艺术拍卖上变现，落实王易罡对中国艺术批评资助的意愿。

基金会对王先生和基金会成立以来几代艺术家前后相继的捐

助，铭记不忘，并将用最为有效的艺术、学术和公益活动的绩效，

回慰捐赠人，使中国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因基金会的作用而呈现光

辉，从而使捐赠者的芳声流布广远。

“王易罡抽象艺术20年回顾展”开幕式现场

简讯



海内外知名人士发起，吴作人亲自创建，于1989年成立

中国影响力最广泛的，规模最大的艺术类非公募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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