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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新人奖”获奖艺术家

王光乐先生是 21 世纪中国青年艺术家中的重要代表。其创作以抽象性绘画为出

发点，逐渐发展为以绘画为核心，辅以装置等空间艺术的非直观性表现。其近期

创作开始突破媒材的界限，以时间、空间为思考，重在表现艺术的纯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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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心广    Yang  Xinguang

个展

2008 年       行道迟迟         BoersLi 画廊      北京

2010 年       草灰蛇线         BoersLi 画廊      北京

2011 年       底下有石头      EXIT 画廊        香港

群展

2009 年        热身       民生现代美术馆        上海

2010 年        2010 年中国当代艺术金棕榈奖     台北国际艺术村开放展  台北

                  2010 第二届今日文献展     今日美术馆      北京

                  大爆炸      白兔美术馆      悉尼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艺术宣言”新晋艺术家个展               瑞士

                  蝴蝶效应 -- 两岸四地艺术交流计划      何香凝美术馆      深圳

2011 年        一人的剧场     何香凝美术馆     深圳 

                  关系               广东美术馆        广东 

                  昌原亚洲艺术节主题展      SUNSAN 艺术馆       昌原       韩国 

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新人提名奖”获奖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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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新人提名奖”获奖艺术家

杨心广先生具有一种在最无意义的事物中发现意义的能力，因而他的作品在看似

不经意间呈现着真实的自然，且无刻意指向的痕迹，给人浑然天成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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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萧淑芳艺术奖”获奖艺术家

1966 年出生

1980 年进入中央美院附中

1988 年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1995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读硕士研究生班

现任教于中央美院油画系

喻    红    Yu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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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萧淑芳艺术奖”获奖艺术家

喻红女士始终坚守“传统”的绘画方式，却又含蓄地拓展了绘画的表现力，特别

是将绘画引向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她将自我的女性意识置放于时代的变迁之中，

发扬其体现当代文化情境的女性艺术镜像，创作直追生命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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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萧淑芳艺术奖·提名奖”获奖艺术家

个展

2001 年        中国美术馆

2002 年        新加坡

2006 年       上海美术馆

2011 年        筑中美术馆

                   时代美术馆

获奖

1993 年       中国油画双年展      提名奖

                 1993 中国油画年展      银奖

1994 年       中国画·油画精品展       优秀奖

1995 年       1995 油画年展       银奖

1999 年       第九届全国美展       优秀奖

2001 年       全国“小油画作品大展”     油画艺术奖

2003 年       全国第三届油画展     优秀奖

2004 年       全国第十届美展      银奖

2010 年       研究与超越——第二届中国小幅油画展     艺术奖

闫    平    Yan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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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萧淑芳艺术奖·提名奖”获奖艺术家

闫平女士的创作以女性的视角与题材关注现实生活，利用具有鲜明性格的笔触，

表达了具有变化、转折和层次感的色彩，将中国油画的色彩意象性推进到了一个

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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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美术编辑、绘画教授等职，先后曾担任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会长、中国美协

理事、少儿美术艺委会主任。

十年前曾在中国美术馆组织过大型环保艺术展“共圆绿色梦”。现任教育部艺术

教育委员会委员，一直致力于相关的学术性、公益性艺术教育活动。

作品以独特的语言表达对生命与自然的诗意感受，具有浓厚的东方情怀和人文倾

向。

何韵兰    He  Yunlan

展览

“全国美展”     四次

“世纪女性大展”

“国际美术年——中国画、油画展”

“百年中国画展”等

  曾在六个国家举办过九次个人画展

2010“萧淑芳艺术奖·特别奖”获奖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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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萧淑芳艺术奖·特别奖”获奖艺术家

何韵兰女士以女性的敏感与善良，一直关注儿童美育和人类的生存环境，多年从

事公益性艺术活动。近年来其个人创作发乎情性、出乎自然，从当代视野和个性

语言中呈现自然“本色”的严酷、美丽和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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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作人艺术奖”

2010 

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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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展览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第四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首届中国（郑州）水墨双年展

第六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

世纪初艺术——海峡两岸绘画联展

中国当代美术精品世界行巡展

水墨江南——全国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2008 年奥林匹克美术大会邀请展

第六届北京风韵展 

《经典与不朽》艺术家作品展

丹青中华——中国画名家作品展

获奖

《中国画艺术的构架因素》清华大学高等教育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中国文化》第四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优秀奖

陈    辉    Chen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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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1955 年出生，天津人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协会常务理

1976 年毕业于天津艺术学院附中美术专业，后在天津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任教

两年；1978 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学习；1982 年毕业后在天津新蕾出

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任美术编辑室副主任；1987 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版画系读

研究生；1990 年毕业后在天津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至今。

绘画作品曾参加国际性、全国性各类画展，曾获中国版画版种大展和第五届全国

三版展两展金牌奖，第十二届全国版画展银牌奖，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作

品奖，第九届全国美展铜牌奖，全国水彩作品邀请展优秀作品奖。

陈九如    Chen  Ji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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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1978 年出生于湖南石门，土家族

2003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专业

2004 年起任教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艺术系

       现任基础教研室副主任

2008 年起攻读湖北美术学院艺术硕士 

2010 年起任教于湖北美术学院   讲师
邓    洧    Deng  Wei

2008 年 《人到中年之二》获“第三届中国美术院校油画展”作品奖 ( 最高奖 )

2008 年 《时代精神之抗震英模》获“全国油画展”优秀奖

2008 年 《微花》获“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人物画展”学术奖

2008 年 《一池之水》《听香》入选“首届全国艺术硕士优秀作品展”

2008 年 《肖像》入选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武汉市书画作品展并获优秀奖

2009 年 “似象非像”个展

2009 年 《宁静的空间》入选第十一届全国   获湖北省第十一届美展银奖

2011 年 《大花火》参加“回顾与展望”油画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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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1998-2010 年   任教于武汉大学

2005 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现任教于湖北美术学院

1998 年    《我们》获第四届中国工笔画展铜奖

2004 年    《言语的寓言》获第十届湖北省美术作品展览银奖

                入选第十届中国美术作品展览

2008 年    《收获》第三届青年美展获优秀奖（最高奖） 

2009 年     第十一届湖北省美展金奖

2009 年     第十一届全国美展获奖提名

2010 年    《收获》特邀参加上海世博会中国美术作品展览

2010 年     水墨新方阵作品展，北京今日美术馆

方    正    Fang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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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参展

先后参加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参加第二届、

第三届中国油画展

2003 年     第三届中国油画精品展   北京

                法国巴黎 G.T 画廊

2005 年     北京一月当代画廊

2009 年     参加全国十一届美展   武汉美术馆

2010 年   “传承西北 吾土吾民”油画作品展      西安美术学院美术馆

                中国性——2010 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    江苏本色美术馆

                文化部第九届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     广州

个展

2000 年     法国巴黎 La Maison de la Chine 画廊

2001 年     意大利罗马文化艺术中心

2003 年     法国巴黎 Terre 画廊

2004 年     美国纽约 One Moon 画廊

2008 年     法国巴黎 La Maison de la Chine 画廊

贺    丹    He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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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1965 年生于青海省西宁市

1986 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     

个展

2007 年     记忆·光荣·梦想——景柯文个人作品展    何香凝美术馆　 深圳

2008 年     仁义道德      香港艺术中心      香港

               礼义廉耻——景柯文作 2008       艺术文件仓库    北京     

联展

2007 年    第二届抱川双年展　    抱川美术馆　    韩国

               今日中国　    眼镜蛇美术馆　    荷兰  阿姆斯特丹

               中国的新颜色－乌利希客收藏展       巴西银行文化中心    里约热内卢

               意外·失控　    ＫＵ艺术中心开幕展   　北京

2008 年    变脸       何香凝美术馆       深圳

2010 年    事物 状态——中比当代艺术交流展    中国美术馆 / 比利时皇家美术宫

               国货      别处空间       北京 

景柯文    Jing  Kewen

通讯1－1.indd   43 12-8-1   下午11:09



44 

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获奖

1996 年   第 13 届全国版展银奖

1998 年   第 14 届全国版展银奖

1999 年  “鲁迅版画奖”

2004 年   第十届全国美展银奖 孔国桥    Kong  Guoqiao

收藏

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浙江美术馆、广东美术馆等

参展

2003 年   今日中国美术大展   北京

2005 年   第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北京

2006 年   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北京

2010 年   视觉对话——中欧艺术家联合工作坊   上海

2011 年   第二届中国当代版画学术展   北京

著作

《“在场”的印刷——历史视域下的版画与艺术》（2008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中国当代版画名家实录——孔国桥》（2004 上海书店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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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11 年  策划第一届至第七届“中国当代青年陶艺家作品双年展”

2005 年   “中韩现代陶艺展 ”   韩国汉城

2006 年   “中国美术馆当代陶瓷艺术邀请展”  中国美术馆  

                任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委员

2009 年    参加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并任陶艺漆画展区评审委员      厦门       

               参加“中国当代陶艺展”    台湾莺歌陶瓷

             “机遇与挑战”——中国当代青年陶艺创作述评专题演讲

2010 年    策划第七届中国当代青年陶艺家作品双年展并主持研讨会  浙江美术馆

2011 年     任韩国利川国际陶艺展评审委员

              “中国当代陶瓷绘画展”    美国华盛顿

              “东亚青瓷展”     台湾莺歌陶瓷博物馆    

刘    正   Liu  Zheng

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通讯1－1.indd   45 12-8-1   下午11:09



46 

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2003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 获学士学位 

2004 年参加中央美术学院俄罗斯解剖与绘画高研班 

2005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现任教于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 

展览 
2003 年    《我们毁灭，而你们出现》入选北京首届国际双年展 

2005 年    《荒谬的真实》 参加上海城市雕塑国际双年展

李   遂   Li  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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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展

2008 年“壮美的梦想”——李强个人作品展     上海

2010 年“返境”——李强个人作品展     上海

群展

2008 年   新加坡艺术博览会     新加坡

            “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     北京

              台北艺术博览会     台北

            “震撼——面对自然的力量”专题学术邀请展      成都   

             上海当代国际艺术博览会     上海

            “我和这座城市” 2008——成都当代油画邀请展     成都

2009 年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武汉、盘锦

            “在场三十年”——四川美术学院当代油画展     日本东京

             上海艺术博览会     上海

            “怀素抱朴”——全国高等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教师纸上作品展     杭州

2010 年    香港艺术博览会     香港

2011 年  “无法缺席”——当代艺术展     成都

李   强   Li  Qiang

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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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中国当代十分重要且市场关注度很高的青年观念艺术家之一，多以具有尖锐社会

讽刺意味和醒目视觉形象的大型装置闻名，同时广泛涉足摄影、影像、绘画、雕

塑等领域。

其作品包含环境退化、充满权利和政治色彩的历史、诱惑和憎恶并存的当代城市

生活作品等主题，记录着文化焦虑心境下对感情过剩、堕落和侵略的反思。他特

别注重探讨艺术视觉样式与观者参与间的互动性，通过对观众生理与心理的交替

作用而促使其重新审视身处的社会环境。

刘    韡   Liu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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