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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湖南湘潭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现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任中国油画学会理事

一直以观念性肖像绘画受到世人瞩目。作品中极端的技巧主义倾向来源于作者繁

锐的感受力，这种天赋是画家传神写照的根本。细致如神经末梢的刻画显示了形、

神相融的境界，这是肖像艺术中趋于完美的体现。这种融贯通的成熟的观念和风

格出现于九十年代中期，代表着中国写实绘画的新高度。

毛   焰   Mao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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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 年生于重庆

1981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

1985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

1988 年获硕士学位

现为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油画系教授

重庆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

委员 , 中国油画学会理事，重庆画院院长。

庞茂琨   Pang  Mao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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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杰   Qiu  Zhijie

1969 年生于福建省漳州市

1992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

现任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副教授

中国美术学院展示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当代艺术院专家

北京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艺术总监

个展

2005 年    感伤的人 loft 画廊    巴黎 　　

              黑白动物园 达汀顿艺术学院画廊    英国 　　

              光与词 汉雅轩画廊    香港 　　

2006 年    要有光 Grace Li 画廊    苏黎世 　　

              消磁空间 798 长征独立空间     北京 　

2007 年    时间的形状 前波画廊     纽约 　　

              密码 汉雅轩画廊    香港 　　

              记忆考古 北京长征空间 　

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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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沉积与断层——隋建国作品展 

                  来自中心国家·中国前卫艺术展  

                  隋建国作品展        台北      汉雅轩画廊

                  记忆空间—隋建国作品展         北京      CIFA 画廊

                  隋建国作品展      香港       汉雅轩画廊

                  沉积与断层——隋建国作品展        文化研究院    新德里   印度

2000 年       隋建国、展望作品展        LOFT 画廊     巴黎  法国

2005 年       隋建国——理性的沉睡      亚洲美术馆     旧金山   美国 

2007 年       大提速——隋建国空间影像作品展      阿拉里奥北京  中国 

2007 年       点穴——隋建国艺术展      浦江新城      上海  中国

隋建国   Sui  Ji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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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冰   Xu  Bing

曾在美国华盛顿沙可乐国家美术馆、纽约新美术馆、西班牙米罗基金会美术馆、

捷克国家博物馆，堪萨斯 Spencer 美术馆等重要艺术机构举办个人艺术展。曾被

邀请参加威泥斯双年展、西尼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等世界各地的重要国际展。

1999 年    他的原创性、尤其在版画和书法领域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能力，获得美

              国最重要的个人成就奖，麦克阿瑟 “ 天才奖 ” ( MacArthur Award )

2003 年    由于对亚洲文化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

2004 年   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 ( Artes Mundi )，获全美版画家协会 “ 版

              画艺术终身成就奖 ”

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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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              出生于中国福州

1982 年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 　

1986 年              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讲师 　

1988-1989 年     西德汉堡美术学院自由艺术系研修

1992 年              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副教授、副主任 　

1993-1996 年     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  　

1996-1997 年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助理兼油画系主任 

1997-2000 年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浙江省美协副主席 　　

2001 年至今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浙江省美术协会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许   江   Xu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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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东旺   Xin  Dongwang

1995 年   《诚 城》 获“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 银奖 

1997 年   《适度兴奋》 获“走向新世纪——中国青年油”奖

1999 年   《远亲》 获“第九届全国美展” 铜奖 

2001 年   《武装》 获“建党八十周年”优秀作品奖 

2003 年   《边缘》 参加“北京国际艺术双年展” 

2004 年   《早点》 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 

2008 年   《龙脉》 参加“2008 北京国际艺术双年展”    

2008 年   《金婚》 参加“融合与拓展”油画现代性研究展

2008 年   《夏日的思辨》 参加“第三届青年美展”

2009 年   《消夏》 参加“第十一届全国美展”获奖提名作品展

2010 年   《春寒》 参加“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油画展”

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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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美学博士。

中国教育电视台《艺术中国》艺术总监，日本东洋美术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北京

文艺网总编辑，美国圣赛德艺术中心客座研究员，河北大学客座教授等。

曾任第一 - 第五届名古屋艺术潮国际企划委员长，美国圣赛德当代艺术展艺术主

持等。

2000 年       策划《隋建国、展望作品展》  LOFT 画廊      巴黎  法国

杨佴旻   Yang  E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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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宏   Yu  Shihong

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雕塑系

现为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生导师，天津美术家协会理事。   

作品 
《天津引滦入津纪念碑》，入选首届全国城市雕塑作品展

《红领巾》、《清洁工》、《欢迎》、《南海观音》、《姚宗黎》、《张泊生肖像》等

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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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四川省青年美术作品展览

1987 年      周春芽作品邀请展     Dornach-Anhof 文化中心    奥地利   林茨 　

　

                 周春芽个人作品展        德中友协      德国     杜塞尔多夫 

1994 年       周春芽个人作品展   小雅画廊   中国台北 

1997 年       周春芽个人作品展   北庄画廊   中国台北 

2000 年       20 世纪中国油画展   北京中国美术馆    上海美术馆    中国

2001 年       周春芽个人作品展    3.14 国际艺术中心    挪威 　　

2002 年       周春芽个人作品展    Trento 市美术馆    意大利 Trento

2006 年       周春芽新作展    外滩 3 号沪申画廊     上海    中国

2010 年       1971—2010 周春芽艺术四十年回顾展   上海美术馆    中国 

周春芽   Zhou  Chu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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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展 
2005 年     第二届广州三年展     广州

2006 年     第五届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       深圳

2007 年     卡塞尔文献大展 2007   卡塞尔      德国

2008 年    “迪奥与中国艺术家”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迪奥作品展      北京

2009 年     第十届里昂双年展      里昂    法国

               中坚：新世纪中国艺术的八个关键形象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北京

2010 年     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大型展览     上海

2011 年     纸上美术馆：12 位华人艺术家      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     北京

郑国谷   Zheng  Guogu

2002 年      CCAA 中国当代青年艺术家奖

2006 年      CCAA 中国当代艺术奖大奖

2010 年      改造历史学术大奖

2011 年      中国娇子青年领袖

个展 
2004 年      郑国谷——我家是你的博物馆   广州 Vitamin Creative Space  

2010“吴作人艺术奖·造型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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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的主要展览

2008 年       走向后抽象     北京   偏锋新艺术空间  

2008 年       人民·历史——20 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展（1978—2000 年新时期美术）      

                 北京    中央美院美术馆   

2010 年       建构之维——2010 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     中国美术馆   

主要论述

2010 年      获得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奖

“当代水墨”的边界与困境

 物·场地·剧场·公共空间

        ——从艺术本体的角度看极少主义对西方当代公共雕塑的影响

“他者的视野” 

        ——中国当代抽象艺术需要建构自身的批评话语

何桂彦   He  Gui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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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专   Huang  Zhuan

曾获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硕士论文奖”

1992 年     参与策划“首届九十年代广州双年展”     广州  

1996 年     主持策划“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    北京／香港 

1998 年     主持“首届何香凝美术馆学术论坛”      深圳 　　

1999 年     主持策划“超越未来第三届亚太地区当代艺术三年展 ( 中国部分 )”  

                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1999 年     主持策划“平衡的生存：第二届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     深圳  　

2000 年     主持策划“社会：上河美术馆第二届学术邀请展”     成都  　　 

2004 年     策划深圳地铁华侨城段壁画工程 　　

2005 年     主持“第二届何香凝美术馆学术论坛”     深圳  

2006 年     策划“亚洲交通：视觉隧道国际当代艺术展” 　　 

2007 年     与费大为、冯博一合作策划“第三届何香凝美术馆学术论坛——中国

               当代艺术生态考察”   深圳  

2008 年     策划“征兆——汪建伟大型剧场作品展”　　

 著作

《当代艺术问题》(1992 年，四川美术出版社 )

《文人画的图式、趣味与价值》(1993 年上海书画出版社 )

《潘天寿》(1998 年天津扬柳青出版社 )

《中国当代美术图鉴 / 观念艺术分册》(2000 年湖北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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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参与策展“人民·历史——20 世纪中国美术作品研究展”（“民国”专题）

              出版专著

              《中国美术 60 年》（人民出版社）编辑，负责“中国山水画”部分

2011 年   《王式廓研究文集》（岭南出版社）执行主编

2011 年   《85 口述史》即将出版，共访谈 25 位中国批评家和艺术家

译著

《艺术与艺术家词典》 （北京三联书店，2010 年版），为第一译者

《现代雕塑的起源——民国时期现代雕塑研究》（河北美术出版社，2010 年版）

刘礼宾   Liu  Li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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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刚   Shang  Gang

1978-1982 年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学士 

1982-1984 年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史论系    硕士 

1986-1987 年    莫斯科高等艺术工业学校     公费进修生 

1988-1993 年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史论系    博士

 　  　　 

主要著作

1998 年    《唐代工艺美术史》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元代工艺美术史》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林泉丘壑》  台北   幼狮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5 年    《中国工艺美术史图说》（光盘图书）   北京亚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4 年    《世界美术全集·中国五代宋元卷》（合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 年    《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中国国家艺术史教材）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即出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工艺美术条目主编，撰写约 80 条）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即出        《中国美术百科全书·工艺美术卷》（主编，撰写约 150 条）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即出       《中国丝绸史·魏晋南北朝章、元代章》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史论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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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 2003 年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历获美术史学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

毕业后留校，2004 年调动至天津美术学院工作至今。

现任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天津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

副主任，天津美术学院学报《北方美术》执行主编。

美术史论专著包括《巴洛克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西

方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西方艺术》（河北教育出版

社）、《艺术概论》（重庆大学出版社）、《星月之辉－古代两河文明》（湖南

美术出版社）、《光荣属于希腊》（湖南美术出版社）《新编美术概论》（陕西

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十余种。

教材《图示与精神－西方美术的审美与历史》（邵大箴主编，邵亮、洪洋合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2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

一等奖，另发表美术史学论文、译作数十篇。

研究成果多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发表宣读，相关论文多次入编全国优秀学术文

集。

著作

《变化中的语境》

《格律与自由》

邵   亮   Shao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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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伟   Shen  Wei

1996 年     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1997 年     任职湖北省美术院

2003 年     任职湖北美术学院，从事美术史论的研究和教学，并涉及当代艺术批

                评与策划活动 

2005 年     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博士研究生

2007 年     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2009 年     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

2010 年     参加“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

现为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

主要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美术考古与艺术史，同时涉及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与研

究。近年来，在专业核心刊物发表有论文十余篇，并承担有“湖北当代美术思潮与

创作研究”、“明代武当山道教艺术图像学研究”等两项省级重点社科研究项目。

论文

《明代武当山道教艺术研究：以两组真武铸像和青龙、白虎塑像为例》

发表于《道教美术新论：第一届道教美术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李凇主编，山东

美术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出版

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史论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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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生于中国武汉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获博士学位。

曾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为香港 M+ 美术馆高级策划人。

皮   力   Pi  Li

策划展览

2000 年      可爱     北京当代美术馆     北京

2002 年      狂想曲：中、日、韩艺术展     北京远洋艺术中心     北京

2003 年      第五系统：后规划时代的公共艺术——第五届深圳国际当代雕塑展  

                 何香凝美术馆    深圳

2006 年      余震：英国当代视觉艺术展    广东美术馆    广州

                 拾贰——中国当代艺术奖 获奖作品展  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 上海

          黑龙江盒    环碧堂画廊    北京

2007 年      2007 第二届美术文献展 湖北省艺术馆、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美术

                文献艺术中心    武汉

       艺术突破 : 亚洲画廊学术邀请展   北京艾特菲尔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

       舞台——康剑飞作品展    Y.Q.K 德山艺术空间     北京

       那些经典——杨冕新作展    上海张江当代艺术馆   上海

       重叠——杨千新作展    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    上海

2008 年      那些经典    林大画廊   新加坡

        2007 现场张江：诗意的停流文献展   上海张江当代艺术馆   上海

2009 年      痕迹    A4 当代艺术中心   成都

       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当代艺术群展   武汉 K11 艺术村   武汉

       一念之差——沈怡、雷本本作品展    西门子家电艺术空间   北京

        出格：中国录像艺术的开端（1984-1998）  广东时代美术馆   广州

2012 年      传模移写——李纲实验水墨作品展   今日美术馆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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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   Xue  Yongnian

获“2008 吴作人艺术奖·艺术史论提名奖”

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

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

传记载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成就人士录》等世界名人录中

著有《晋唐宋元卷轴画史》、《书画史论丛稿》、《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横

看成岭侧成峰》、《江山代有才人出》、《蓦然回首》、《华岩研究》等，主编

有《中国美术简史》、《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等。

擅画古今人物仕女，亦曾画马，偶作花鸟；书长行书、魏碑、偶作隶书、楷书；

印承秦汉，出入浙皖吴赵各家。

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史论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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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史论奖”获提名艺术家

重要论文

1989 年  《现代主义的困境与我们的选择》

1993 年  《学院主义的黄昏》

1994 年  《大众文化与中国前卫艺术》

1994 年  《力求明确的意义》

1996 年  《现代主义之后与中国当代艺术》

易   英   Yi  Ying

译著

1987 年   《视觉与设计》（罗杰·弗莱文集）

1991 年   《油画风景技法》

1992 年   《帕诺夫斯基与美术史基础》

1995 年   《素描手册》

1998 年   《当代艺术家的油画材料与技法》

1992 年    编著：《西方现代艺术美学文选—造型艺术卷》

专著

1995 年   《世界美术全集（第 20 卷）—20 世纪西方艺术》

1996 年  《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中国现代美术思潮》

主要著作

《学院的黄昏》（湖南美术出版社） 　　

《偏锋》（湖南美术出版社） 　　

《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世界美术全集：西方 20 世纪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世界美术〉文选》 四卷本 （河北美术出版社） 　　

《西方当代美术批评文选》上下册 （河北美术出版社）

《世界美术通史：西方 20 世纪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原创的危机》（河北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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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史论奖”获提名艺术家

2005 年    《视觉艺术形式的生命》  专著   

               浙江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2007-2011 年  《20 世纪西方形式主义美术理论转型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

2007 年    《浙江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论文指导奖》 

               浙江省政府

2009 年    《中国中青年美术家海外研修工程》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0 年    《西方艺术与艺术史高级工作坊》

               成员和小组报告人，亨利 . 鲁斯基金会

              （Henry Luce Foundation）、香港大学、香港美国中心主办 

2011 年    《西方艺术与艺术史高级工作坊》

               组织者与协调人，亨利·鲁斯基金会和中国美术学院主办

张   坚   Zhang  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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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史论奖”获提名艺术家

1962 年出生于西安

1987 年毕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现为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工艺美术学

会理论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赵   农   Zhao  Nong

专著

《设计概论》2002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2001 年陕西省高等教

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设计概论》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设计概论新编》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中国艺术设计史》2005 年陕西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4 年第

十三届北方优秀图书金牛奖一等奖 《中国艺术设计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2009 年陕西省优秀教材一等奖

《回望手艺》2009 年陕西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中国艺术设计史》　

《园冶图说》获得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资助项目“中国艺术设计的历史和

理论研究”项目支持　　

《华县皮影》　

《园冶图说》 

主编“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丛书（全八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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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史论奖”获提名艺术家

1958-2011 年，湖南隆回人

1978 年入湖南轻工业学校美术专业学习，1982 入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

1989 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92 年获硕士学位，2002 年获博士学位。

曾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毕生从事美术批

评与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

邹跃进   Zou  Yuejin

主要著作

《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

《新中国美术史》

《艺术导论》

《毛泽东时代美术》等

在《美术研究》、《文艺研究》、《美术观察》杂志等众多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重要策展

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文献展

叙事中国—第四届成都双年展

2010 年 10 月，邹跃进教授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生病期间仍不忘工作，除了带研

究生，仍坚持撰写《21 世纪现当代美术史》。2011 年 10 月 16 日，邹跃进教授病逝，

他的逝世是中央美术学院及中国美术界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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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2003 年     山东省博物馆工作  曾任研究馆员、副馆长等职

1996-1999 年     为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访问学者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客座高级研究员

2003 年              调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任教

2009 年              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课程教授

郑   岩   Zheng  Yan

重要专著

《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

《中国表情》

《山东佛教史迹》（第一作者）

《庵上坊》（第一作者）

《从考古学到美术史》

《汉唐墓葬图像研究》

《北周康业墓石榻画像札记》

《临淄东汉王阿命刻石的形制及其他》

《礼仪中的美术》（合译）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合译）

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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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出生

广州美术学院毕业

以多媒体作品反映了迅速发展和处于混乱变化中的当今中国社会。

在 2003-2010 年期间，曹斐的作品先后入选第 50 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第 1 届

莫斯科双年展，第 52 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第 15 届、17 届悉尼双年展，上海

双年展（2004）、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等。

作品曾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中心、东京、巴黎等各地美术馆进

行展出。

2006 年荣获中国当代艺术奖之年轻优秀艺术家。

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新人奖”获提名艺术家

曹   斐   Cao  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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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博  Han  Bo

1985 年生于黑龙江，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油画专业

2007 年   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展 

2008 年   作品《健美》入选“2008 中国院校油画师生作品展” 

             在北京圣天阁举办画展  

2009 年   绘制《祖国·大地》代表清华大学赠送给温家宝总理  

             作品《回家》入选十一届全国美展

             获得日本“泷富士国际艺术奖” 

2010 年   作品《行到水穷处》入选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作品《黑沙》，《春阳迟日》，《无题》入选中国写实青年艺术大展

2011 年   参加纪念建党 90 周年中国共产党人英烈肖像展 

             作品《瞿秋白》展出于中国美术馆 

             参加“学院古今中外农业科学家肖像创作工程”

             作品《詹姆斯·沃森》收藏于中国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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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作品被中国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 

2008 年      毕业作品《佑》被评为鲁迅美术学院年度优秀作品，并被中国鲁迅美

                 术学院美术馆收藏

2009 年      东北青年艺术家邀请展

2009 年     “逝界”个人展       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

2009 年     “百济艺术节中韩艺术展”   韩国    首尔

姜文斌    Jiang  Wenbin

2010 年      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

2011 年     “延伸”    法国     尼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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