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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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淑芳、靳尚谊、刘迅、侯一民

范迪安

刘大为、李重庵

文楼、刘勃舒、孙美兰、朱乃正、李政道、杨澧、谷牧、邵大箴、钟涵

闻立鹏、黄华、葛维墨、詹建俊、潘世勋

万青力、王文章、王明明、韦尔申、冯远、龙瑞、刘大为、孙景波

安远远、朱青生、许江、何韵兰、吴宁、李重庵、李燕、陈丹青、周昭坎

范迪安、殷双喜、商玉生、梁江、景玉书、潘公凯、薛永年、戴士和

马宝琛

商玉生

朱青生

景玉书、殷双喜、赵力、余丁、吴宁、杨昆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

名誉理事长：

理 事 长：

副 理 事 长：

名 誉 理 事：

理    事 ：

监    事 ：

   

秘 书 长：

执行秘书长：

副 秘 书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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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档案

推进示范性项目的深化，利用自身优势，

扩大基金会对中国艺术界全局发展的示

范性影响，逐步由“运作型基金会”转向“政

策倡导型资助基金会”。

艺术档案

从 2006 年开始，由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资助，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实施，

建立“吴作人档案”，对以吴作人先生为中心的艺术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的各种现

象、事件、人物和作品进行收集、整理，进而为学界提供研究的基础资料。经过五年的努力，

终于探索出一整套建立艺术家个人档案的方法与规范。

有鉴于利用这套档案方法所生产出来的突出的学术成果，包括展览（如 2007 “十张纸

斋（1953-1957）——中国现代艺术史的个案”展、2008“学院与艺术——吴作人百年诞辰

纪念展”）、出版（如《百年作人——吴作人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素描基础：新中国

画的革命？》画册）、学术研究（如发表《国画与写生——齐白石、吴作人两份手稿的对

比研究》），以及利用这套方法完成的“萧淑芳档案”的建设，及“徐悲鸿档案”、“江

丰档案”、 “王朝闻档案、“侯一民档案”的启动和相关学术成果，促使国家于 2011 年底

决定筹建“国家美术档案中心”，以“吴作人档案”的数据库和分项逻辑为模本，建成中

国现当代艺术的档案整理系统，组织全国各艺术机构和社会力量，开展至少 200 个具体个

案的建档工作。

基金会支持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档案工作组接受国家委托，建立对各种档案

的选题、验收、培训系统和操作规范；并在原有档案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充分论证、调

整与细化，将数据库分成人物与机构库、作品与材料库、内容库、关系库四种不同类型的

数据子库，分别记录艺术家的人物基本信息、作品、著述、活动、他人研究文献以及个人

留下的各种实物资料信息，通过关键字段相互链接，能根据组合查询的不同条件，检索出

符合研究者需要的资料。2012 年这套全新的数据库系统将上线运作。

“吴作人档案”在此项目上所起到的“学术示范作用”，对于中国艺术史的基础性建

设和结构性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1－2通讯（内页）.indd   3 12-8-1   下午10:55



4

萧淑芳档案

由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资助的各档案在 2011 年度，除继续进行对各种资料的

核对、整理、录入、拍摄、建立及充实数据库等基础工作外，都开展了丰富的活动。

一、萧淑芳档案

        2011 年是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前会长萧淑芳先生百年诞辰，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

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中山市人民政府、吴作人国际美

术基金会主办，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协办的“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北京、

广东中山等地举行。系列活动包括：

“百年绰约 辛亥同时——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百年绰约 辛亥同时——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 9 月 27
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包括“百年绰约——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展”、

2010“吴作人艺术奖”“萧淑芳艺术奖”颁奖仪式、“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会”，并由

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百年绰约——萧淑芳艺术》、《辛亥同时——萧淑芳生平》和《花

神百年——萧淑芳》。

百年绰约——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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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百年绰约——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展”是以萧淑芳先生的紫鸢花为中心，在分析这

件作品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所处的时代以及她所接受的艺术传统以及文化影响之间的关

系同时，从外在的境遇、个人的创作探索和 50 年代以来中国艺术界的普遍思潮三条线索

入手，分析和展示一位艺术家的人生是如何在其艺术作品中得以寄托和体现。 展览试图

在雍容清雅的画作与若即若离的陈说中，让观众以不同的兴趣和心理去面对展览，或在

观看展览过后自由地形成理解。  
   
        在展览的布置方法和图录的编排上，特别使用了拓扑学的呈现方式，使得图画和文

字互相之间的意义呈现关系获得了提示和表达。这些相互关系所显现的形相学意义，是

文字或图画（实物或形象）所无法单独实现的，所以对展览的设计已经变成了一个境遇

的设置和导演，使得观众在观看展览后自由地形成理解。

开幕式现场 前排：邹佩珠 ; 后排左起：赵宜明、蒋采萍、周玉兰、邵晶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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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百年绰约——萧淑芳艺术》用各种图画、笔记和研究文章，逐步深入地展现出一

位老艺术家的艺术成是如何穿越时代的各种运动和遭遇，坚持探索、研究和创作，从而

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着重分析了她晚年的花卉中所包含的对时代的象征和对人生

的理解。

《辛亥同时——萧淑芳生平》用各种照片、文献和艺术家本人的作品，丰富地呈现

了一位生于辛亥年、长于辛亥元老家庭的新女性，中国艺术泰斗吴作人的夫人在时代的

风雨中多彩和动人的历程。

《百年绰约——萧淑芳艺术》内页

2011－2通讯（内页）.indd   6 12-8-1   下午10:55



7

         9 月 21 日下午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了“百年绰约——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展”开

幕式暨 2010“吴作人艺术奖”“萧淑芳艺术奖”颁奖仪式。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名誉

理事长侯一民、靳尚谊先生，名誉理事詹建俊、钟涵、葛维墨、闻立鹏、孙美兰、杨澧、

潘世勋先生，各界文化艺术名流：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先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副主席李重庵先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先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

为先生和常务副主席吴长江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先生、中国美

术馆副馆长谢小凡先生、原国务院副总理黄华先生夫人何理良女士、徐悲鸿艺术馆馆长

廖静文女士、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邹佩珠女士、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女士、

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金维诺、靳之林、庞涛、邵晶坤、李树声、蒋采苹等先生，以及获

奖者代表，与数百名来自社会各界艺术行业内外的人士及中外媒体一同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上，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侯一民教授称赞“萧淑芳先生就是花

神”，并深情朗诵了他为萧先生去所作的诗句：“花神移住万花丛，回首仍垂护花情，

今冬风大防枝冻，明春喜雨花更红。”展览主办单位之一、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

教授说，作为学生的学生，他非常敬佩吴作人先生和萧淑芳先生这两位卓有成效的、作

出巨大贡献的美术教育家，感激他们培养的几代艺术家，传承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美术

事业。策展人朱青生教授指出，这个展览实际上只有一幅画，只有一朵花。展览的气质

和风格，与艺术家的经历有关，也和这个时代有关。此次展览，只是把这朵花解析开来，

用 70 本笔记和 740 页的画册，仔细地从三个方面对这一朵花进行剖析。萧先生家乡中山

市人民政府派代表出席开幕式，并表述了对萧先生的崇高敬意。最后，萧淑芳的女儿萧

慧女士致答谢词，代表亲属向嘉宾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开幕式在温馨和谐的氛围中结束。 

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侯一民教授致辞

朱青生教授介绍策展理念 家属萧慧女士致谢

刘大为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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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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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百年绰约——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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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画像：萧淑芳专题展

作为“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展览中之特展，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 2011 年 2 月 20 日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举行。展览用三个部分：“滑冰：生命的

剪影”、“自我与时代：1950 年代的自画像”、“一生灿烂：花的自喻”，三组系列作品，

配以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照片，展示萧先生多姿多彩的艺术历程。

容华淡伫——纪念萧淑芳诞辰一百周年水彩画精品展

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中央美术学院共同主办，北京画院美术馆、吴

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具体承办，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 4 月 10 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

共展出萧淑芳先生的水彩作品 80 幅，分为：花卉、人像、风景、静物、石窟写生五个主

题。此次展览是萧淑芳先生的水彩作品首次集中与观众见面，全面展示了萧先生在水彩

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百年留芳——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萧淑芳先生诞辰 100 周年美术作品展览

展览由中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 11 月 13 日在萧淑

芳先生的老家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美术馆）举行。共展出萧淑芳先生作品 80 幅，包括油

画 14 幅、水彩 13 幅、中国画 43 幅，及其在广东中山画的速写 7 幅。这是萧先生艺术成

第一次在家乡全面展示，反映了她不同时期的艺术探索轨迹和家乡情愫。

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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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留芳——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萧淑芳先生诞辰 100 周年美术作品展览

容华淡伫——纪念萧淑芳诞辰一百周年水彩画精品展

侯一民、廖静文、邹佩珠剪彩，李小可主持

萧淑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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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丰档案

江丰百年纪念大会发现：百年江丰文献展开幕式

二、江丰档案

“江丰档案”是对以江丰同志为中心的艺术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的各种现象、

事件、人物和作品进行收集、整理，进而为学界提供研究的基础资料。“江丰档案”于

2011 年初正式建立，由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资助启动基金，委托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

研究中心实施。“江丰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是 2011 年度“江丰档案”工作的首要任务，

活动包括 1.“江丰百年纪念大会”（2011 年 12 月 9 日于中央美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

2.“发现：百年江丰文献展”（2011 年 12 月 9 日－ 2012 年 1 月 8 日于中央美院美术馆）；

3.“江丰百年纪念座谈会”（2012 年 1 月 6 日于中央美院美术馆多功能会议室）。

在档案的阶段性成果——“江丰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完成之后，以百年展及研讨会

为契机，全面整理和完善江丰基础档案建设，将成为 2012 年度的工作重点。

纪念江丰百年诞辰活动

“纪念江丰百年诞辰活动”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幕。此次活动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馆承办，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

司协办。

江丰 (1910-1982)，原名周介福，曾用名周熙、邹介福，曾用笔名江烽、固林、高岗

等，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美术教育家与美术活动家。江丰是中国现代木刻运动的开拓

者与奠基人之一，曾出任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执委。他把鲁迅所倡导的“深入生活”的

美术精神与中国的抗战现实相结合，并利用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形式对柯勒惠支等人的风

格加以改进，创作出了一系列反映社会现实且百姓易于接受的木刻版画作品；对继承中

国传统艺术形式，推动木刻的民族化、大众化做出了重要探索。解放区时期，他与美术

界同仁一 起，把毛泽东提出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彻

底贯彻到美术工作中，使解放区的美术教育事业进入“人民美术教育”的新阶段。江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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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丰档案

发现：百年江丰文献展 江丰像

在教育理念上一直坚持“普及美术”的价值和鲁迅所提倡的“艺术反映生活”的思想，

认为艺术创作应该从生活出发，在民众能看懂的形式下提高民众的审美认知；同时，美

术教育应该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学校教育工作应该为各个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他

鼓励青年艺术家进行创作，同时还积极研究和介绍西方艺术。江丰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

他的学术思想与教育理念的演变一直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息息相关，从 上世纪 50、60 
年代的现实主义艺术道路到改革开放以后多元化的艺术取向，都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和使命感。江丰在建国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代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文化部顾问等职，

亲身参与到新中国美术体制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 推动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

展，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美术发展的进程。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中国美协副秘书长张旭光、中央美院

院长潘公凯、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诸迪、中国美术馆副馆长胡伟、江丰同志的儿子江文，

以及众多老一辈美术家参加纪念大会。作为此次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重要部分，“发现：

百年江丰文献展”以江丰作为版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活动者的三重身份为线索，通过“铁

马耕耘——新兴版画运动的开拓和奠基”、“筚路蓝缕——江丰美术教育思想和实践”、

“玉汝于成——新中国美术体制的构建与管理”三部分展开，同时结合编年史顺序，再

现江丰的生平事迹。

此次展览集中了大量的一手历史文献资料、影像资料以及江丰的木刻版画作品。其

中，展品包括江丰的木刻作品 40 余幅，9 幅作品为最新发现；江丰的照片、信件、档案、

手稿等。这些与新兴版画运动、新中国美术教育、美术体制等相关的大量实物文献资料

均为首次向公众展示。藉此展览，将编辑出版《发现：百年江丰文献集》，以促进对江

丰的艺术及理论思想，以及新中国美术教育、美术体制的构建、完善过程的认知与研究。

展览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 2012 年 1 月 8 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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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作人素描与国画巡回展·上海徐汇艺术馆

三、吴作人档案

主办“吴作人素描与国画巡回展”

继 2010 年在北京主办“素描基础：新中国画的革命？”展览后，2011 年该展先后

巡回至常熟美术馆（2011 年 3 月 30 日－ 4 月 25 日）、上海徐汇艺术馆（2011 年 5 月 4
日－ 5 月 22 日）和深圳关山月美术馆（2011 年 6 月 22 日－ 7 月 3 日），同期出版《素

描基础：新中国画的革命？》中英文版画册。展览由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吴

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及当地美术馆主办。作为一次回顾经典和纪念大师的巡展，此次“吴

作人国画与素描全国巡回展项目”历时两年，跨越南北四地，并获得了圆满成功。这次

展览既表达了后人对吴作人先生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又是一次对大师精湛艺术成就

的学术梳理。展览所到之处得到了无数观众的欣赏和推崇，而展览也不仅仅成为回顾历

史的平台，它更是思索未来的路径。

编辑《吴作人全集》

全集拟编辑 20 卷，包括油画卷、国画卷、书法卷、素描速写水彩卷、诗文信札卷、

年谱、研究文集等。2010 年开始进行作品的整理及拍摄工作，预计将于 2012 年开始陆

续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编辑《吴氏门风》

《吴氏门风》通过对吴作人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族文化背景的考证，从一个侧面来

吴作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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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作人素描与国画巡回展·深圳关山月美术馆

左起：鲁虹、吴宁、朱青生、宋玉明、陈湘波

研究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近代影响之后所经历的变迁和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揭示一个家

族在中国从国家危亡的时刻到新中国繁荣富强的过程中的奉献和努力，将一个家族的文

化史作为中国文化史的一次细节呈现。2011 年该书的编辑工作主要集中在对资料的收集、

整理，及全书框架结构的制定，2012 年将正式出版。

编辑《十张纸斋》

“十张纸斋”是 1953 － 1957 年中央美术学院部分教师在吴作人家中开办的艺术进

修聚会。这个聚会的参加者几乎涉及到中央美院所有最为关键的人物，而中央美院又是

当时中国艺术文化界的一个集中要点，“十张纸斋”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还是学术上、

艺术上，都对当时的文化艺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2007 年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主办了

“十张纸斋（1953 － 1957）——中国现代艺术史的个案”展览，2008 年吴宁完成了同

名硕士论文。《十张纸斋》画册包括论文与展览两部分内容，2010 年开始编辑并排版设计，

2012 年将正式出版。

编辑《美术学院的历史与问题》

为纪念吴作人先生百年诞辰，2008 年 10 月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曾在中央美术学

院主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学院的历史与问题”，集中讨论美术学院遭遇多元化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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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冲击后的思考与应对。经整理研讨会论文及继续约稿，终集结成本书，分为“历史”

主题和“问题”主题两个部分，在对世界各历史阶段美术学院的历史和中国引进学院制

度及其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同时，针对美术学院在当代遭遇的普遍问题，总结国外美

术学院上世纪具体的经验教训，提出国内美术学院目前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2011 年本书已经完成编辑、设计、校对等工作，将于 2012 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四、徐悲鸿档案

自 2010 年正式建立“徐悲鸿档案”以来，该档案的学术工作交由北京大学视觉与图

像研究中心和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实施。除了对徐悲鸿的各种资料进行核对、整理、

录入、拍摄、建立数据库等基础工作外，还编辑校对了徐悲鸿研究专家王震先生编的《徐

悲鸿文集》，该书将于 2012 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上海徐汇艺术馆开幕式上，基金会秘书长商玉生先生致辞 常熟美术馆开幕式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策展人朱青生教授为来宾讲解吴作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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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艺术史大会项目

“世界艺术史大会”是国际重大文化盛事，自 1873 年举办以来，从未在西方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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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多样性的保存与实现。本基金会做出重大决策，在国家拨款下达之前，特设立“艺术

史专项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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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中国艺术史学会（筹）在遭遇到英国方面因艾未未事件提出取消中国申办

权的困难情况下，积极应对、有效反击，终于在 2011 年 5 月 17 日纽伦堡的“世界艺术

史大会”筹备会上正式确定并宣布中国为 2016 世界艺术史大会主办国，成功完成申办工

作！

为支持中国成功主办艺术史大会，基金会秘书处决定再度拨款支持。随即展开的一

系列工作包括：组织中国艺术史专家代表团参与 2012 年纽伦堡世界艺术史大会，及筹划

组织中方年轻艺术史学者组成 2012 年大会观察团，学习和汲取德国的办会经验，以促

进和保证 2016 年北京世界艺术史大会的顺利进行；积极参加国际艺术史学会（CIHA）

的学术主题筹备活动及相关理事会议的召开；参与筹备国际艺术史学会学刊《Bulletin du 
CIHA》编辑部等。

通过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及时、有效的资助，中国终于有了不仅仅是参与、而是

主持世界艺术史学界的可能和机会。在打好坚实基础之后，这个项目现已上报国家，其

筹办及主办将获得国家的财政支持。

世界艺术史大会申办成功，得自吴作人
国际美术基金会专设的艺术史专项基金
的支持。基金会凭借专家具有前瞻性的
判断力，及其灵活、敏锐的反应机制，
在这个重大文化事件的启动时刻，推进
并发挥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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