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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新人奖”获提名艺术家

获奖

2005 年     未来考古学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大奖

2010 年     第二届报喜鸟新锐艺术人物大奖

个展

2007 年    清空     上海美术馆    

               男孩与镜像    Christa Schuebbe 画廊     杜塞尔多夫     德国

2008 年    清空     今日美术馆   

               独自行走     Canvas International Art     阿姆斯特丹  荷兰

               小世界：李继开的绘画       季节画廊   苏黎士  瑞士

               暗夜时光流过：李继开 2008 作品展     美术文献中心   武汉 

               混浊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香港  

2009 年     李继开    阿拉里奥画廊    天安   韩国

2010 年     Reflection.Canvas International Art      阿姆斯特丹  荷兰

2011 年     有你，没有你      对话空间  北京

李继开    Li  Ji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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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新人奖”获提名艺术家

2000-2003 年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附中

2007-2004 年      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本科

2007-2010 年      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硕士研究生

个展

2009 年    强化力——证大推荐展       证大现代艺术馆    上海

2010 年    陆扬地狱       ART LABOR 画廊       上海

               拷问的视觉       Input/output 画廊       香港

2011 年    震颤麻痹计划       Boers Li 画廊      北京

               由张培力策划——陆扬：忿怒金刚核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北京

陆   扬    Lu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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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新人奖”获提名艺术家

展览

2006 年     中国青年艺术家作品展         丹麦  哥本哈根

               首届（2006）“新动力·国”当代艺术双年展

2007 年   “异样·多样”新纪元青年艺术邀请展       香港

              “非常印象”中国“后生代”油画作品展   上海

               潜力·成都－ 2007 当代青年艺术家邀请展       成都

             “艺术是一种工作”——西南当代艺术工作室邀请展     上海

               庆祝重庆直辖十周年美展      重庆

获奖

2005 年     四川美院油画系第 13 届学生作品年展   研究生奖  重庆 

2006 年     首届国内美术院校师生油画作品展  优秀作品奖   深圳 

                四川美院油画系第 14 届学生作品年展   研究生奖    重庆 

2007 年    “罗中立奖学金”作品展  入围作品奖 重庆

刘   岩    Liu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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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新人奖”获提名艺术家

展览

2008 年   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2009 年 “感恩·重建”——纪念 5.12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奖

             第四届成都双年展 

             首届全国“徐悲鸿奖”中国画展 铜奖

             第十一届亚洲艺术节 优秀奖

             第十一届全国美展

             第七届全国体育美展

             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优秀奖（最高奖）

2010 年  第七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

             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优秀奖（最高奖）

             湖北省高校第四届美术与设计大展 金奖 

             回顾与展望 - 湖北中国画艺术展

彭震中    Peng  Zhen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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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新人奖”获提名艺术家

个展

2006 年   《迹 .. 忆》北京炎黄艺术馆

群展

2008 年    《拾荷花》入选第三届全国青年美展  中国美术馆  

              “ 西湖同年”中国美术学院青年教师作品展      关山月美术馆

              “水墨清韵”联展   日本东京上野森美术馆

2009 年    “四门阵”当代水墨展    北京今日美术馆

               第四届上海新水墨大展“水墨当下之当代女性水墨画展”

              《一样的时光》获第十二届浙江省美展铜奖    浙江省美术馆 

              《奥林匹亚》获第六届浙江省体育美展银奖

              《遇见》入选 2009 湖北美术文献水墨作品陈列展

              “反 . 映”当代水墨展      苏州本色美术馆

              “身体意象”当代水墨展   上海徐汇美

2010 年    “改造历史 1999-2009”之“气质与文明”水墨单元艺术展

              “学院水墨新方阵”北京  今日美术馆 

潘汶汛    Pan  Wen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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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新人奖”获提名艺术家

个展

2008 年    气吞山河——任哲雕塑作品展    北 京

2009 年    盛世气兮——任哲雕塑个展       台 湾

2011 年    精神的凝固——任哲亚洲个人巡回展   北京 新加坡 上海 台湾 香港

联展

2008 年    第九届中国雕刻艺术节                          山  东

               798 艺术节——“LOFT”户外雕塑展     北  京

              “0”工场艺术中心典藏展                      北  京

               集—当代雕塑家提名展                          北  京

               中国姿态——首届中国雕塑巡回大展     

2009 年    月亮河——青年艺术家联展                   北  京

               中国雕塑百家联展                                北  京

               中国动力——中国国际雕塑年鉴展         北  京

2010 年    艺术新加坡——亚洲当代艺术博览会      新加坡

               国际古玩及艺术品博览会                      香  港

               磅礴——中国当代雕塑展                      北  京

               十三陵国际艺术园雕塑作品展                北 京 

任   哲    Ren  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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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新人奖”获提名艺术家

2007 年  “BOYS”个展 今日美术馆 

2008 年     中国年轻艺术家联展     中国广场   纽约 

2009 年     王海洋绘画 + 摄影 + 动画个展     今日美术馆

                同行——未来      艺术家提名展      阿拉里奥画廊  

                中国艺术家联展      韩国美术馆      韩国

2011 年   “光谱 : 当代中国独立动画”展      成都

                第二届中国当代版画学术展      今日美术馆

2010 － 2011 年，动画影像作品入围墨尔本、伦敦、萨格勒布、丹麦欧登塞、法国、

加拿大、捷克等十余个国际动画电影节，并在荷兰国际动画电影节荣获最佳短片

金奖。

王海洋    Wang  Hai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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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生于安徽

1994 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

现为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讲师

1994 年     第八届全国美展

1995 年     天津市第四届青年美展

2001 年    《晨练》获黄宾虹金信奖

              《春日融融》获天津市首届花鸟画大展三等奖

2001 年     天津二十世纪中国画展

2002 年    《沟通无极限》获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金奖             

               《学画寿比南山》由天津人美出版社出版

2003 年     受天津美协委托创作《人民心中的丰碑——赵世勇烈士》

               速写两幅水墨画一幅入编《大学美术》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国九大美院国画系教师作品展

2005 年    天津美院国画系青年教师三人联展          

徐   展    Xu  Zhan

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新人奖”获提名艺术家

通讯1－1.indd   83 12-8-1   下午11:09



84 

1977 年出生

1996 年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校

比翼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MadeIn 艺术公司总监

2001 年    获邀参加第 49 届威尼斯双年展

2004 年    获中国当代艺术最高奖

徐震的作品包括摄影，装置及影像，作品常常直接使用“身体”将他个人的独特

体验和中国社会政治的姿态反映其中， 有着很强的概念意义。

徐   震    Xu  Zhen

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新人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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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陕西省建国五十周年美术作品展铜奖    西安美术馆

2007 年     时代精神全国油画肖像展    上海美术馆

2008 年     全国青年美术家提名展 优秀奖    北京当代艺术馆

                陕西省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美术作品展油画组三等奖 西安美术馆

2009 年     全国第十一届美展    湖北省美术馆

2010 年     陕西省美展 油画组二等奖 陕西省美术突出贡献奖  西安美术馆

               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中国油画展   中国美术馆

               现实超越——2010 中国百家金陵画展金奖    江苏美术馆

               时代杯青年写实艺术大展 优秀奖 北京时代美术馆

               艺术家眼中的当代中国——中国油画艺术展佳作奖   关山月美术馆 

杨   洋    Yang  Yang

2010“吴作人艺术奖·艺术新人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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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淑芳艺术奖”

2010 

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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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曦    Chen  Xi

2001 年      中国造型艺术展       埃及   

                国际女性艺术展       中国美术馆 

2004 年     “白石·油纪”油画艺术巡回展   北京   上海 

2005 年      关系·没关系——当代国际艺术展       南京博物院 

2006 年      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北京中华世纪坛美术馆 

2011 年      被记忆——陈曦个展    中国美术馆

2010“萧淑芳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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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入选北京市文联“百人工程”培养人选      北京市文联 北京市美协  

2007 年    荣获第五届“全国各族青年团结进步优秀奖”    国家民委    全国青联

             “南北工笔画展”

2009 年   “学院工笔”中国工笔画学术邀请展

2010 年   “北京市文联庆祝 建国 60 周年美术作品展”

              “第 2 届学院·经典——全国美术院校工笔画名家作品展”

2011 年   “艺术清华”大展

金    纳    Jin  Na

2010“萧淑芳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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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87 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山水专业获学士学位

2007 年获中国美术学院理论与实践类博士学位

参展

1993 年   全国首届山水画展

1997 年   当代山水画印象展

             中国水墨艺术大展

2000 年   新中国画大展

2007 年   第二届中国画学术论坛画展

2009 年   四季水墨当代优秀艺术家中国画作品展

2011 年   首届中国画双年展

获奖

2004 年   作品曾获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奖

刘文洁    Liu  Wenjie

2010“萧淑芳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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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涉及装置，摄影，绘画，录像，混合材料，行为等，其作品通常以悖论的方

式展开，通过某种观念的关联 , 以提问的方式把所有的作品指向同一个关注点 : 

每个个体生命都将遇到的精神困境 . 从而质疑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质疑惯常思维

的正确性，质疑生存的理由，质疑生存的方式，质疑什么变得紧迫，质疑什么使

我们沉默，质疑紧迫如何成为无关紧要，质疑可能性和界限。

作品曾在智利国家博物馆、西班牙 Ivaw 现代艺术博物馆、芬兰 TIKANOJA 美术

馆、奥地利 Kunstraum 艺术中心、美国前波画廊、中国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中国

美术馆、中国上海多伦美术馆、中国北京宋庄美术馆、中国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等

地展出。

林菁菁    Lin  Jingjing

2010“萧淑芳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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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出生，江西人。

1960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后留校任教。

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广东美术家

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广东油画学会副主席。

曾在美国洛杉机、法国巴黎、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举办意象油

画学术个展，1993 年获美国加洲政府颁发的荣誉奖。

其意象油画作品曾入选笫十届全国美展及笫二笫三届中国油画大展、笫三届中国

油画精品展、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中国油画展等。

2010 年曾编写出版学术文献《意象油画—鸥洋 24 年实验文献》

鸥   洋    Ou  Yang

2010“萧淑芳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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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中国女美术家作品展      北京 

1998 年      世纪女性艺术展 北京 

1999 年      巴黎艺术城九人联展      巴黎

2001 年      建党 80 周年全国油画展

2002 年      经历自然四人联展     北京

2003 年      全国第三届油画展

                 国际当代素描艺术展

2004 年      同修与殊相—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首届高研班作品展  

1991 年   毕业于西安美院油画系    获学士学位

1994 年   毕业于西安美院油画系    获硕士学位     留本系任教至今

1999 年   赴欧考察

2000-2003 年   毕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系高研班

孙   蛮    Sun  Man

2010“萧淑芳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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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子辰    Shen  Zichen

求学于华东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和北京大学

任教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四川美术学院

2002 年  首开《古希腊艺术的性别特征》等女性艺术专题课

             出版专著《‘她’在镜中——古希腊民间艺术的性别特征》     

2009 年  成立女性艺术研究中心，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等地组织展演

             获《2009 面向全国的女性主义绿色行动征文》优秀奖等

2010“萧淑芳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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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生于北京

1995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1999-2007 年任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雕

塑工作室教师，2007 年起与丈夫、艺术家瞿广慈一起成立 X+Q 雕塑工作室。

个展

2001 年   “白日梦”雕塑个展      上海    常春藤书园

2003 年    镜子里的女人     厦门欧洲艺术中心  

               向京作品     北京      团成画廊

2005 年   “保持沉默”向京作品 2003-2005     北京     季节画廊

2006 年   “你的身体”向京作品 2000-2005     上海美术馆

2007 年     一百个人演奏你，还是一个人？       台北    诚品画廊

2008 年   “全裸”向京 2006-2007 作品亚洲巡展  香港 / 曼谷 / 北京·唐人画廊

2011 年     我看到了幸福        北京     北京银泰柏悦酒店

                这个世界会好吗？    北京     今日美术馆　

向    京    Xiang  Jing

2010“萧淑芳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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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展

2006 年   Xiong Lijun By Xiong Lijun        升艺术空间   上海   中国 

2009 年   自我的王国    升艺术空间   上海   中国 

群展

2009 年   中国：一个新年    Robischon 画廊    丹佛    美国 

            “在场三十年”    日中友好会馆    东京   日本

            “细说红妆”    升艺术空间   上海   中国

             Travelling With KWUBIRI,LODOLA,WANG&XIONG     Opera 画廊   

              巴黎  法国    

2010 年   Love Lines    Redline 画廊   丹佛   美国 

              轻敲重庆的门 : 熊莉均与朱海作品    Opera 画廊    香港 

              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北京 

2011 年   Xiong Lijun and Wang Yehan 二人展       Opera 画廊   纽约   

              Her Vision    苏蒙画廊   北京 

              看望未来——成都双年展特别邀请展    文轩艺术中心   成都 

熊莉均    Xiong  Lijun

2010“萧淑芳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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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中国青岛国际版画双年展银奖

2001 年   应奥地利总理府艺术司的邀请，赴奥参加 AiR 活动

              先后在德国，法国，美国，北京等地举办个人作品展

2007 年   韩国光洲十一国邀请展

              法国里尔土昆美术学院交流讲学

2008 年   入选第三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第十三届台湾国际版画双年展

2009 年   第十一届天津美展银奖

2010 年   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美术作品展优秀奖

2011 年   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 

作品被炎黄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青岛美术馆、广州美术馆、法国里尔土昆美

术学院、奥地利总理府艺术司及海内外私人收藏。相关专业学术论文发表于《美

术研究》，《美苑》，《中国版画》等国家级核心刊物。

张   菀    Zhang  Wan

2010“萧淑芳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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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2004 年     第四届中国当代青年陶艺家作品双年展” 中国   中国美术学院

                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上海美术馆、中国美术馆（获铜奖）

                第四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中国   深圳

                东亚陶艺国际交流邀请展”中国美术馆

2005 年     湖北省陶瓷艺术大展”湖北美术学院（获学术奖 ）

2006 年     自由与限制”《美术文献》艺术中心中国     武汉

                第二届国际陶艺家作品联展”中国    佛山

                湖北美协五十周年优秀作品展” 中国     武汉（获银奖）

2009 年     文思物语大陆当代陶艺展”中国    台北 

                湖北省第十一届美术作品展”（获二等奖）

                全国第十一届美术作品展”     厦门美术馆  

张晓莉    Zhang  Xiaoli

2010“萧淑芳艺术奖”获提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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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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营利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民间公益机构

账户名称：

开 户 行：

账   号 ：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航天桥支行

13707151601000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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