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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亲爱的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的会员们，朋友们；
首先，我代表协会，向大家送上最美好的问候！
在这金秋时节，我们协会的第八期通讯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协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服务于广大的会员和
朋友们，而协会的通讯，则是每一个协会成员，朋友等进行内外交流的学术平台。希望大家积极的赐稿，也
欢迎大家提出建议，共同把通讯办的更好。由于这期征稿时间仓促，很多会员还没来得及整理登载，在此表
示歉意。我要加一句，这几期协会通讯，全部由李倩教授最后编排编辑完成，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
血。我在此代表协会，再次表示感谢！
在这期通讯里，我们有下列几项内容，有些是这次新增加的。
1.

会员们一年来的在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包括展览，讲座，出版，得奖等等。

2.

会员把自己的个人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可以是艺术创作方面的，和课堂教学方面的。这期的“会员个人
的故事”专栏，有丛志远教授，蒋奇谷教授，甘一飞教授，和王培力教授。

3.

这次我们新设立了“协会明星会员”专栏，以表彰介绍这位会员在创作和教学方面的杰出成绩。
这次我们选出的明星会员是付韵雪教授，大家可以在专栏里看看她在一年来在新媒体艺术的创作和教学
方面所取得的很多成就。

4.

我们这次也新设立了“会员新书介绍”专栏，介绍会员们新出版的新书内容，图片摘要，和作者的介绍。
这次我们介绍了谭力勤教授的两本刚出版的新书，“奇点艺术”，“生物艺术。”

5.

我们还设立了“会员文章/摘要”专栏，给会员们一个展示自己在艺术理论研究方面的平台。这次孙焱教
授介绍了唐陵石雕刻艺术的研究始末。

6.

在这期通讯里我们把今年11月协会在新泽西的研讨会的材料再次发给大家，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申请截
止日期是10/20.

7.

明年春天，协会在威大，麦迪森校区的展览信息，董伟教授为此做了很多的前期工作，一切准备就绪。
可以预见，这次展览，将又一次显示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的教授们，在自己的艺术创作和美国大学教
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这期我们也把征稿通知再次刊登。 截止日期是11/2。

余震谷，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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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个人的故事 - 丛志远

丛志远
我在美国的故事：丛志远
2019-09-09
丛志远，现为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教授，中国艺术中心创建主任。1977年，他从南通如东县的一
位回乡知青，到南京艺术学院，本科，研究生、直到留校任助教，1987年晋升为当时美术系最年轻的
讲师； 1988年，他到美国从头开始，从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生到新泽西威廉帕特森大学教授，版画系
主任；2009年 丛志远在美国大学中又开创首家中国艺术中心。2013年他出任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首
任主席；他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讲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丛志远在
学术、个人艺术上，以及弘扬中国艺术的事业上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成功
背后的经历故事……
● 靠六幅名家画留学美国
人生有限，艺术无涯。我在1980年刚
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留校，在黄河大
禹渡带领一批学生好不容易爬上了一
座又滑又陡的山巅，站上去一看，前
面又是莽莽高原， 原来艺术和人生就
是如此，攀到一个顶点，才发现原来
又是一个新起点。
我是1988年决定留学美国的，当时
做这个决定时，很多人不理解：南京
艺术学院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艺术殿
堂，为何已成为系里最年轻的讲师，
学校重点培养的对象，前途一片大好
却要放弃？为何一个画中国画的人要
去西方进一步深造？ 我认为艺术永无止尽，虽然十多年来，我攀登了三山五岳，四大佛家圣地，游历
了长江，黄河，丝绸之路，通览了中国历史和中国艺术史论，作品也自成一体，多次参加全国美展，
但是对中国以外的历史和知识，了解十分有限。带着一求西方艺术真谛的渴望，带着探索东西艺术冲
撞与融合创作新路的理想，我决定出去闯一闯。
决定容易实施却很困难，去留学，我有3项弱点，个个致命：第一，没有外语：我是学中国画的，虽然
硕士毕业，但专业对英文几乎没有要求，因此，我英文很差，根本达不到录取要求。第二，国外无亲
无眷，没人给我做经济担保。第三，没钱！那时在大学当讲师，一个月工资100元人民币，按当时的黑
市价格美元与人民币兑换价1:10，我一个月工资只能换10美元。
我的运气也许不错，我申请的是印第安纳大学，在全美公立大学中排名前50名，当时大学文理学院的
副院长、美术系倪苏姍教授看了我的材料后，感觉我中文论文写得好，由此推断我应该有能力学好外
语，于是，破格录取了我。
找经济担保可是非常曲折，我在美国举目无亲，更谈不上认识一个有钱人为我担保。可巧，我一位在
印大读博士的挚友葛良彦在当地一家中餐馆打工，他看到餐馆里挂着几幅中国画，就跟老板说，“我
一个朋友，在国内画画蛮有名的，想出来留学，你能否帮他做担保。”老板说：“他有没有名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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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大使在开幕式上参观展览
道，但你我知道中国有个大画家亚明，我在北京饭店看到他的画，非常喜欢， 如果你朋友能帮我弄到
一幅亚明的画，我就帮他做经济担保。”
亚明老师是当时江苏省国画院的院长，中国赫赫有名的国画大师，他的画中国海关是不让出关的。在
南京，很多人见都见不到他，何况要他的画呢！但我得知餐馆老板的要求后，心里还是有点底。我
想，我应该可以求到亚明老师的一幅画，因为，我研究生论文答辩时，他是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当时
他看我的论文《论传统中国绘画色彩的民族心理》时，看到一半就拍案叫好，辗转数人把我从篮球场
叫去见他。他对我论文里对敦煌色彩的归纳和总结非常赞赏，他赞美我的论文是南朝谢赫六法论后，
评论中国色彩的又一人，还写下了“应千方百计荐之于世”的评语。于是，我找到亚明老师，老师一
口应允。老师还开玩笑对我说，“你来三分钟我就答应你了，将来成名了，不要忘记我。你年轻，出
国我支持，但你要为弘扬中华文化而努力。” 有了经济担保，我满怀希望去签证，谁知，被拒签了！
因为寄来的经济担保书上有涂改，再次签证，需要重新填写印第安纳大学的表格。当我向学校要表格
时，学校的要求也变了：要我把5400美元的学费全额存进学校，他们才能给我表格！
我到哪去弄着5400美元？我在美国的朋友葛良彦二话不说，把他太太刚拿到的第一个月打工的工资
2000美元借给了我，还差3400美元呢？我只能开口向经济担保人借。他的条件又来了：再加要两张
陈大羽老师和两张宋文治老师的画。这些都是大师级，泰斗级的人物啊！陈大羽老师还是齐白石的得
意弟子。好在陈大羽老师就是我的恩师， 我们情同父子，他说：“我是为你而画的，为了你能出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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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在台湾为大学版画家和师生举办版画研习班2005
造，就是他要四幅也画！”由于我和宋文治老师不太熟，最后，我请江苏省美术馆首任馆长、我的启
蒙老师康平为我画了两幅画。老板要的画都弄齐了，我的学费也有了着落。
接着就是机票和到美国的启动资金了。我又从一位先富起来的大学同学常熟的王建元那里借2.4万人
民币。建元兄也是十分爽快，二话不讲，一口答应。那时人民币的最大面额是10元，银行取款一次限
取600元，他请朋友和他取了很多天，我在他铺满一床人民币的房间整整点了一个小时，仅仅兑换了
3000美金。我把亚明老师的两幅画交给老板在上海的亲戚，带着陈大羽、康平老师的四幅画，怀揣买
了机票后最后剩下的1800美元，乘火车从南京到北京坐飞机。
记得离开的那天，寒冷天空飘着细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心情， 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和未知心思重
重， 全家人都不讲话，我看到母亲和我夫人在默默的擦泪，女儿在她妈妈怀抱挣扎的哭喊着，火车缓
缓地离开了南京站台…。
● 全校最穷的留学生
在1988年12月26日，圣诞节后一天我到达了布鲁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那天夜里，正好下了一场大
雪。第一次失眠的深夜， 站在高高的校园留学生楼上，望着茫茫白雪，凝思着如何面对来临的未知
和挑战。有人曾问过我，刚到美国时，你害怕吗，后悔吗，你担心过不成功吗？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么
多， 我就象灌满汽油刚刚启动的吉普车，认准一个目标，卯足劲准备一无反顾地向前狂奔。
刚到美国时， 我所遇到的挑战和困难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第一是没有英文。 由于我是作为美术史
论的研究生破格录取，来到美国根本无法上课。一句简单的会话， 我的脑子要反应半天才弄懂。有
一次我用电话和历史系辅导员教授约会，人家是一位未婚的女子， 她说2:00在她办公室见面， 我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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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是2:00pm 还是2:00am。她到
现在也没有回答我这个脑残的问题。
第二个困难就是没有钱。由于没有英
文，奖学金和助教的工作就无从谈
起。我存在银行的1800美元看着直线
下降，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我深
有体会。我非常冷静地分析了我的处
境和现状， 制定了自己的战略方针和
目标。首先， 我要明确我来美国的目
的， 我不是来打工赚钱的，我是怀抱
理想，带着老师和亲人们的期望来美
国奋斗的。所以不到万万不得已的情
况之下不能打工。我看到很多留学生
为了生活和缴学费， 拼命打工，可是
到了课堂就打瞌睡，学业未成，自己
2006 印地安那大学博物馆讲座
做了学费的奴隶。结果越是打工，交
学费越多， 我称之恶性循环。我必须
努力学习， 学业上去了， 就可以申请奖学金，拿到奖学金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学习和创作。所以
我刚来美国要坚守滩头阵地，要顶住经济上的压力，拿到好成绩，拿到奖学金。力争做到良性循环。其
二，我在困难时要看到我的优势，看到我的光明和提高我的自信心。相比美国学生和其他留学生， 我
可能是整个印第安那大学布鲁明顿校园38000名学生中最穷的一个学生。 因为他们或有奖学金， 或有
助学金， 或有家庭资助，或有积蓄，最起码他们英文比我好， 没有负债累累。但是我想，我对中国传
统艺术的学习和理解，深收中国艺术大师的教育、培养和熏陶，全面的知识结构，良好的中国哲学指导
下养成的心理素质，这些是很多人不具备的。眼下个个都比我强， 但是只要我冲过英文关，所有我的
强项就会越来越多的显露出来。我的同学陈国欢写信鼓励我，“你背后有中国文化做你的靠山。” 我
的美国朋友若梭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尽管你身无分纹， 但你现在就比大多数美国人富有。你的艺术作
品， 你的知识就是你宝贵的财富。
目标和战略方针明确了，我全身心投入攻克语言关。学校、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除了学习， 就是
学习。早晨一大早上课， 下午三点回来，稍事休息，下午再到图书馆做作业，一直到晚上12点图书馆
关门。我那时最渴望的是能好好睡上一个大觉，最想得到的就是有一张能看书和做作业的坚实的桌子和
椅子。生活上没有收入，只能节省再节省。最艰苦时我创造100美金支撑三个月的生活费记录。 每天重
复的就是牛奶， 鸡肉，鸡蛋，卷心菜。周末，我的留学生好友们请我去他们家中打打牙祭。不过我的
生活很有节制和规律，我坚持每顿两菜一汤：红烧鸡块，炒卷心菜丝加蛋花汤。我坚持锻炼，从不通宵
熬夜。 每天中午45分钟的午餐时间，我能骑自行车从课堂到宿舍，忙完两菜一汤，吃完收拾好，再按
时赶到课堂。我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保持着一个健康的心灵和健康的身体， 渐渐地我的努力和坚持有
了结果。半年后，我在在中国留学生联谊会、印地安那大学国际中心、大学画廊的支持下，我的个展
在当地的CCAC画廊成功举办。画展之后，我被大学和城市的美国人认识了、认可了，有人开始来买我
的画，有人要跟我学中国画。一年后我通过了英文考试，正式进入了专业学位课程。一年半后，我以优
越的成绩获得中国之星奖学金和罗郁正·邓胡烈奖学金。特别要提的是罗郁正·邓胡烈奖学金， 这是
一对中国夫妇在印第安纳大学设立的奖学金。罗教授是印大有名的教授，他和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翻译
的中国古代诗词名为《向日葵》风靡美国。他们夫妇特别钟爱我的为人和我的艺术，他们向大学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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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主持夏天艺术在中国海外研习项目M
只要丛先生在印大一天， 他们的奖学金就支持一天。所以我从1990年至1994年期间，连续四年获得
罗郁正·邓胡烈奖学金。现在我可以通过教学，卖画和奖学金来生活和交学费了。我守住了滩头阵
地，我将太太接到美国，两年半后，我们将女儿也接到了美国，开始进入了留学生涯的良性循环。
在留学期间， 我的学习成绩门门优秀，毕业时，1994年初印大《国际部通讯》专门出了一期特刊在九
个校园报道我我的事迹，题目为“艺术教授融合东方和西方传统”，介绍印第安纳大学如何不拘一格
降人才，在我不会英文的情况下破格录取了我，最后我取得成功。 除此而外，我和印第安纳波利斯艺
术博物馆亚洲馆馆长鲁彬生博士在1993年，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基金，带了9人的美国艺术博
物馆考察团到中国参观访问40天，受到国家文物局、青海省政府的接待。我被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
物馆聘为展览协调员和顾问，青海省博物馆下聘书聘我为顾问。我还被数十家大学和艺术博物馆应邀
去讲学。1992年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请我和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另外两个教授，为他们的亚洲艺术
馆开馆作系列演讲，该馆的中国馆馆长专门写信向我表示感谢，并告诉我，“你的观众是另外两位教
授的总和，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你赢得了大多数！” 1993年我的中国画《极乐世界》，获得了全美
国州际美术作品大赛一等奖，印第安纳艺术杂志作为封面专题推出，同时特别给予我在印第安纳波利
斯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殊荣， 将我的作品同时和我最崇拜的艺术大师莫德里安尼同厅展出。我的教授爱
德华看了我的艺术简历惊叹道，“就是我们大学的许多教授也是不如你，你应该有资格申请美国任何
大学教授的职务了。”
● 为一个演讲丢一个工作
人们常说毕业就是失业， 这说明工作难找。要是凭MFA的学位在美国高校找工作，就是难上加难了。
经历了艰苦的5年半学习后，我拿到了美国美术硕士学位 (MFA)。MFA是一个特殊的学位， 是一个美
术里面的最高学位， 美国艺术高校联盟专门通过一个决议，认同MFA是一个相当于博士的学位，也就
是说，MFA在高校教授招聘， 工资标准和职称评定上和博士学位享受平等待遇。但是由于MFA相对博
士学位毕竟容易拿得多了， 博士学位要修90个学分， 文学硕士要修30个学分，美术硕士要修60个学
分。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毕业200个博士，MFA就要毕业300个。这样MFA学位容易拿， 但找工作的
竞争系数就比博士学位高的多。1993年，我开始在大学里找工作。由于大学工作机会有限，MFA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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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丛在威斯康辛大学国际研讨会发言
数比PHD多，因此，竞争非常激烈，最多时一个位置有800多人申请。听到一个传说，由于太多人的申
请，有些校方不得不让秘书先从这些应聘材料中随机抽取20多份递交给教授招聘委员会，招聘委员会
从20多人中选出4或5个前来面试，4、5个面试中再选一个，这个过程就像中乐透一样。
但我的第一个就在眼前的工作机会却被我自己弄丢了。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我多次参加全州和全美的
展览，有些作品也经常发表和得奖，一些画还被博物馆收藏，所以，当时很多博物馆、学校邀请我去
演讲。当我接到与辛辛那提隔岸相望的北肯纳基大学的面试通知时，我做了这样的安排，面试前顺道
去另一所大学演讲。演讲完是晚上10点多了，到辛辛那提，已经凌晨1点多，我怕睡过头了，一直不敢
睡下。早上，到指定餐馆与老师吃了饭后，向学生做了2个小时的演讲，学生提问非常踊跃，我以为演
讲非常成功。但是，吃过中饭后，我困得要命， 眼皮开始打架。面对五个教授审判式的面试，我脑子
里一片空白，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教学哲学是什么？我很自信的告示他们有三条，可是我讲完第
一条，后面就卡壳了、短路了，只好跟他们不停地道歉，可是他们非常生气。他们说，这么多人投简
历，我们把最后面试的机会给了你，你这样是对我们的不尊重。我自己也懊恼极了，这么难得的机会
被我自己弄飞了！
第二年我早早做准备。我们几位大陆留学的朋友都认为那时从国内带来的西装太难看，实在有碍于面
试的第一印象。大家一合计，赶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每人定做了一套洋装，每套价钱是495美元， 当时
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啊。不过我们自己安慰自己，花495美元，可以找一份4万多美元的
工作，投一还百应该值得。事实上，我的几位朋友穿上一起定做的西装，先后都找到工作。我的好友
葛良彦在美国排名19的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做了教授，黄海洲到美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任研究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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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了国际知名的经济学专家，我们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第二次面试机会又来了，这次我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当时我正在俄勒冈大学找工作，由于时间已到7月
底，当年的招聘已经完成，他们计划想给我一个访问教授的工作，第二年让我再申请全职教授。接到
威廉帕特森大学面试的通知后，我知道这是一个在纽约附近的一个新泽西州立大学的全日制教职，这
样好的位置是艺术家梦寐以求的机会，我必须认真对待， 全力以赴。我告诉学校我正在外面旅行，要
求大学给我延长一周时间面试，然后我从美国西部赶到中部的家中，关起门来，把家中电话线掐掉，
用一周时间在家准备，养精蓄锐。出发前我还带上我最好的作品，包栝了我认为的“重武器”——我
的获奖作品《极乐世界》。由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此次的面试志在必得。来到新州，当我把巨幅作
品在威廉帕特森大学的面试官前打开时，招聘委员会的几个老师都跳了起来。那时，我知道我成功了
一半，接下来的提问回答环节，我非常自信， 我感到所有他们提出的工作要求我都能胜任。晚上，系
主任劳泽瑞教授亲自为我做了中国餐家宴，宴后在送我到旅馆的路上告诉我：“在今年面试的候选人
中，有3名来自纽约，2名来自外州，你现在候选名单中排名第一。这就意味着只要你想要这个位置，
你可以得到。” 他还谈到了我的工资，“根据你的能力， 我们可以在比广告上登出的标准高几千美
金，这样你来就可以拿到37000多美元。” 天哪， 这将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资，我在印第安纳大学
一年只有不到7-8千的收入，现在竟然能拿到37000多的年薪，更令人高兴的是这里离世界艺术之都纽
约就是一步之遥，这可是艺术家的梦啊。当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感觉自己在天上飘，整
个晚上兴奋得睡不着，2年找工作的艰辛过程终于有结果了！
两周后，我告别了学习和生活了五年半的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城，驾驶着一辆大号运输车，车上装
满了我的全部家当，拖挂着我的兰色小轿车，带着太太和女儿沿着80号公路直奔东海岸，向纽约方向
一路开来。

2014上海威联中国艺术基金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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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版画工作室和院长吵架
中国人讲究大事将原则， 小事讲风格。我为人处事有着非常明显的东方特点，平时对一些甚至是不太
公平和不合理的小事，往往是宽容和忍让，很少和学生，同事争吵。所以很少有人知道我对待原则性
问题的坚守和底线。我是新泽西威廉帕特森大学美术系终身教授，版画系主任，建设一个实用，安全
和现代化的版画工作室是我工作职责，我们的版画工作室整洁，现代，安全和实用是我多年苦心经营
和孜孜不倦努力的结果。那时刚新聘的院长把我的谦让看着软弱，将我的学术自由看成可以用行政命
令来代替，随意更改我的专业计划，那就是触到对种族人格的尊重问题和学术事业的双重底线，这一
脚院长实实在在的踢到了铁板上。为此，我们吵斗了 9年，直到院长离职。
当我刚到版画系任职时时候，我们的版画工作室只有1000多平方尺，教室里没有通风设备，教学设备
也只有一台传统铜版画印刷机器。仓库里堆满了各种过时的化学药水，药粉和各种莫名其妙的材料和
颜料。课程设置上更是枯燥单一。我就任后，首先改革课程设置， 开设新的课程。我从单一的铜版画
课程，增设了单版画， 石版画， 新媒体凹版画， 网版画，从单色发展到多色。 学位从本科文学学士
发展到文学硕士（MA）， 再到美术硕士学位（MFA在美国相当于博士的最终学位）。我们系里从一台
印刷机器增加铜版，石版的四台，曝光机三台，烤炉5台，工作室由原来两间增加到9间，版画工作室
总面积扩达至4000平方尺。通风设备遍布每个角落。 本来人们想像的充满化学药水味的工作室，变成
人人喜欢的画室。版画系也变成我们系里和我们新泽西版画最强的系科之一。 纽约的一家杂志做了调
查，评论我们为大纽约地区最实用的版画工作室。我的努力，知识和能力让我赢得了同事， 同行和学
生们的尊重。
有一天，我到版画工作室看到我们系里一位染织系里的教授用尺子正在量我的工作室，我感到十分奇
怪。那个教授告诉我，新来的院长让她看看我的版画丝网版工作室是否合适，如果她认为适合， 她就
可以搬过来。天哪，岂有此理，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要搬到我家中， 主人竟然不知道。可以想像我
的震惊和愤怒。当然在美国做一个决定是不能感情用事的，我必须冷静地思考，权衡利弊。晚上我反
复思量，我们华人通常在海外是与世无争，现在突然拿掉我设计和建成的一半的版画工作室，甚至都
不与我这个主管教授商量，这明显地是对教授的不尊重和有违美国学术自由的原则， 同时也伤害了学
校版画教学。于公于私，法律、法规的天平都应该在我这边。当然为此一争，新上任的院长必然大失
颜面，从此我们会站在公开的对立面。院长在大学是很有权利和权威的，这些对我的工作，学习，经
济和晋升上可能都会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 如果我妥协了，我会一直失去我应有的尊严，我的学生
必定会和染织系的学生发生争执，从此我的版画系和染织系的发展都会收到影响。我的教授职务是终
生的， 院长的职务是流动的，即使她任职十年，最后的时间和胜利还是我的。思路打通了，我决定放
手一博。
第二天中午是全院教职工大会。开会前几分钟，我问院长，听说你计划要让染织系的课堂搬到版画工
作室，我想不会是真的吧？她说：“是的，我给你电话留言了，你没听到吗？”我说我们版画工作室
的计划已经做了很多年，每年都报学校审批，系，院和学校都是同意的，包栝你在内。这么大的事
情，你怎么可以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仅一个电话留言，就把我的工作室割让给其他人呢？她说：“我
是院长，我有权利这么决定。” 我说：“您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教授，版画系主任，我不认为你有这
个权利，我不同意。” 这时来开会的教授已经陆陆续续到齐了，我认为应该让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
么。 我有意识地把嗓门提高，让现场的100多位教授都能听到。她用院长的口气对我说，“我对你很
失望， 你必须让染织系搬进来！” “你也让我很失望，你这么做，是武断、独行、干扰教授的教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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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违反高校学术自由的原则，请当着大家告诉我你的理由，” 我说。院长没有想到一直老实听话
的中国教授竞敢在公众面前顶撞她，她慌不择言地说，“这，这是因为版画系学生修课注册的学生不
够多。你，你，你必须执行。” 我嘲讽地说：“你的这个理由作为一个院长讲出来是过于荒唐和不
成立。你讲这些话之前为什么不事先调查一下呢？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版画系的学生够不够。一个全
日制教授按学校规定每学期开3门课，注册一门工作室课的学生按校规不能超过15人，我学生满员为
30-45人，本学期我开了4门课，共有71位学生，是全系画室教授中最超载和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你
为什么还说我学生不够呢！”
我的据理力争让她无言以对，同时也得到了其他教授的支持，最有趣地是有一位美国同事，平时她总
是对我指手画脚，指派我做东做西，当时和我讲话看到我凶神恶刹的愤怒样子腿都打抖。是啊，他们
平时可以在我面前意气用事，可他们谁敢在院长面前来句硬话。 事后我的同事们议论说，丛教授平时
看起来很绅士，没有想到他这么勇敢。
版画工作室暂时保住了，院长看到明的不行就来暗的。随后暑假，院里趁我到中国出差，又指使那位
老师搬进我的版画教室， 以造就既成事实。我当然头脑也没有简单到任人宰割，我早就把来龙去脉越
级向校长办公室作了报告。校长一看，这还了得，简直不可思议。我也是学校有名的教授， 又是学校
的形象代言人，校方立即介入调查此事，院长否认。刚巧，那位染织系的教授正在往我版画工作室搬
家。她搬了一半，突然莫名奇妙地接到学校通知，立即停止行动，所有搬到版画工作室的家具原路放
回。
暑假后我返回学校， 校长办公室来询问我的版画工作室有否变动， 我还一脸无辜地告诉他们，没有
啦。对于暑假期间所发生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一无所知，版画工作室和我的权益完全保住了。很抱
歉的是这位染织系的美国教授，尽管我不知道是她想贪小便宜，还是院长自作主张，她在我和院长的
斗争中被垫了底，做了无辜的替罪羊，很快她失去了这份工作，离开了我们学校。 当然，院长在职的
九年期间，我也从不向院里申请个人科研经费。每年不就是千吧块美元吗， 我不肯为之低三下四。除
此而外，在这九年间我靠我的努力取得了终身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的职位，我成立了美国第一所大
学的中国艺术中心，我的前进步伐谁也阻挡不了。9年后，院长下台了，我是院里第一个得到消息的。
确切地说，我和该院长没有私人恩怨，为了学校的版画项目， 为了学生，也为了我的尊严， 我不得不
为之。
现在再回头看我的决定，这是非常正确和有战略远见的。我们的版画工作室不仅在设备和在课程设置
上在新泽西和纽约的大学中具有领先地位， 而且在中国和国际版画交流上也享有盛誉。我在新泽西举
办了全州中小学美术教师版画训练班，每年暑假，我们的版画工作室变成新州政府借用的最佳版画培
训基地。 我参与发展和创造的最新版画技术蓝膜版画，由我亲自到台湾主持学习班，介绍给了台湾的
教授和研究生，并且在台北大学出版了《时代的印迹：蓝膜版画》，后来再由台湾介绍到大陆。我们
邀请了中国画院版画院，中国美协版画学术委员会的版画大师们来办展览和到我们版画工作室示范，
讲座和创作， 参加大型国际研讨会，把中国的传统和当代版画介绍到国际舞台。多年来， 我们数以百
计的中国和世界著名艺术家来到我们的版画工作室参观，讲学和创作。这些大师和艺术家包栝：中国
国家画院杨晓阳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潘公凯；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现代中国著名
油画大师，上海油画雕塑院副院长俞晓夫； 中国著名当代水墨画家，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
璜生； 中国国家画院版画院研究员， 宁夏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罗贵荣；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中国
漆画宗师乔十光；中国超现实主义画家冷军等。 我们的版画工作室为促进未来知识和中西艺术的交流
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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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联合国办画展
机会随时都有，关键的是她突然来临的时候， 你能否有能力和有魄力抓住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圣殿举办个人画展，这是很多艺术家的梦想。我大胆的想了一回， 没想到机会很快来临。 2002年2月
我向联合国递交了申办个人画展的申请，本以为要等很长时间，没想到8月初，联合国通知我是否可以
在该月安排我的展览。原来安排非洲国家的一个展览，突然取消，展览厅有一个空挡期。 20 多天时间
准备这样一个大型的国际展览，其工作量和困难度是难以想像的。所好的是我的艺术作品齐备，作品
运输离联合国总部也比较近，综合平衡后，我觉得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必须抓住。展览会由联合国总
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中华文化基金会联合举办， 我的同事张禾教授为我取了一个题目为“超越
东方和西方：丛志远个人作品展”， 大家都叫好。主办几方联合国代表王建始，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郝
参赞， 中华文化基金会主席王滨和我很快在联合国碰头，展览计划制定后， 大家明确了分工，随后按
照分工各自抓紧筹备。我的任务是负责展品， 展版和陈列。有关宣传报道，开幕酒会，食品饮料，请
柬广告，音响设备， 协调服务，警卫安全和组织邀请各有专人负责。
联合国的主大厅面临曼哈顿 42至43街的第一大道，既大且高。在里面布置展览确实是非常宏伟和壮
观。我根据场地和我的作品内容， 设计了七个展区。可是联合国主大厅的厅高，但现有的展版太矮，
太少。我的作品没有足够的展览面积，大幅作品挂不上去，联合国本身没有更多的展版， 到纽约有关
公司租借， 费用相当昂贵，加上时间问题，所有加急工程，费用还要翻倍。我想人生难得的机会，不
做则已，要做一定要做到极致, 不然会后悔一辈子。所好我的朋友和师生对我的展览非常支持，暑假里
6千多平方尺的木工坊和机器设备对我开放，我决定自己动手赶制专用展版。在征得联合国有关部门的
同意后，在威廉帕特森大学家具设计系的教授梵帕顿指挥下， 系里工友伯纳德和四名学生和我齐心协

2015文化部丁伟副部长（右二）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右一）和丛志远（右三）参观其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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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干了三天三夜。结果仅花费了6千美元就作出了价值5万美元的48块4x8英尺的护墙展版。开展
两天前，我睁着熬红的眼睛，亲自驾着租来的一辆特大卡车，载着所有版墙和我的40多幅作品，穿越
林肯隧道，横跨整个曼哈顿，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纽约联合国总部。
刚刚解决了展版墙，布展又出现了状况。联合国的主大厅有一面巨大的主墙，因为是纪念墙， 平时
不能被挡住，该墙从来不提供给画家布展。我当时提出展览计划时，并没有人提出异议，现在到了布
展， 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主管大厅的是一位印度裔官员，任凭我们怎么解释他就是不松口。 联
合国内等级森严，一级管一级。 这位官员的上司隶属负责会议事务的助理副秘书长领导，可是助理
副秘书长正好出差，又不好请副秘书长隔几层下达命令。 我看了环境，一个展览，大厅主墙不能挂作
品，展览显得不连贯，展品陈列也少了很大的空间， 这肯定对展览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情急之下，中
国驻联合国使团的郝参赞出主意，他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发出照会，联合国才同意将主墙破例向我的展
览开放。事实上这也成了绝响，以后再也没有一位艺术家在这面大墙上置版挂画。
开幕式于8月2日如期举行，50多个国家的大使和100多位贵宾应邀出席了开幕式。中国驻纽约
大使馆文化组倾巢出动，各大报社记者云集大厅，联合国中国书会的会员们主动提供帮助，中国驻联
合国代表团派出一批身着燕尾服的，专业的，英俊服务员负责酒会招待。开幕式上，联合国安理会主
席，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张义山大使主持会议并发言。他指出：世界上南北存在极大的贫穷差异，东
西方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丛志远的作品超越东方和西方，是沟通和了解东西方艺术的桥梁。这是我
们为什么要举办这个画展的初衷。我在发言中开了一个“国际玩笑”，我说：今天有不少贵宾问我是
否知道马蒂斯。我知道好多人觉得我的作品里有马蒂斯的影子。我在这里要声明 ：不是我学马蒂斯，
而是马蒂斯学我。我说因为我学的是中国传统，我的作品里面好多东西，是从2至4世纪的敦煌壁画和
汉画艺术中吸收过来的。马蒂斯的艺术深受中国书法、绘画影响所以我们的绘画有似曾相识之处，当
然他学的是东方艺术，而不是真的“学我”。我的发言引起大家的笑声和鼓掌。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
大使专门走到我面前给予鼓励和赞扬。
展览会很是成功。我们的大学校长史培德博士跑来告诉我，他向一位联合国官员介绍他是我的校长，
孰料这位官员不屑一顾地说，大学校长有千万，这样的艺术家就是一个。他说尽管这位官员有些不礼
貌， 但他听了很为我自豪。联合国中国书会主席王建始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自豪地宣称：丛志远
这次画展，在规模上和质量上都压倒群芳，是联合国画展开办以来最好之一。
当然， 展览后也有一些小小的插曲和遗憾。后来听说我在新泽西的政府官员朋友带了8位同事，从州
府赶了两个多小时来到联合国，因为车堵迟到了半个多小时，门卫不让进来，只能遗憾而归，那是刚
刚发生恐怖分子事件， 联合国的警卫制度特别严格。我在鲜花，美酒和赞美的开幕式结束后，发现我
停在联合国大厦对面的汽车因违章给警察拖走了。 第二天本想好好休息一下， 可我还必须再回到曼哈
顿领车。结果好不容易乘车周转到曼哈顿的停车场，我又发现驾照遗忘在新泽西的另一部车里。好在
老天爷眷顾我，情急之时发现旁边售报亭的报纸登有我在联合国展览的报道和照片，我买了一份报纸
给警察来证明我的身份。这位警察看看我，好家伙， 昨晚在联合国办了画展，她一乐就帮助在电脑里
找到了我的驾照，让我取走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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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作品：极乐世界（获1992美国州际艺术大奖赛一等奖）

做一位艺术家是我童年时期就憧憬的理想，在走出如东之前， 我学到了我们如东人最重要的品质和传
统：踏实，勤奋，坚持和责任。现在定居美国总是怀念自己的老师和家乡。 我很怀念我的老师和朋
友们，他们陪伴我走过了难忘的岁月。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艺术人生中的丰碑，也是我在美国的思
念。这次主要是回忆去美留学中的经历，未及谈到和他们的故事，仅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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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奇谷2019-2018 艺术活动：
展览（节选）：
2019年：上海艺术博览会（booth B38）、谷歌总部瓶花展Google/go/art，Mountain View, California；周围空间画廊，上海；L+space画廊，上海
2018年：晴日堂、春美术馆（上海）、奥斯陆文化历史博物馆（Kulturhistorisk Museum，挪威）
出版：
《图像的领域》James Elkins 著，蒋奇谷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年4月。
展览策划组织：
美国60年代芝加哥人权运动科菲摄影文献展（Scenes of Resistance in 1968 Chicago: The Photo
Archive of K.Kofi Moyo）8-9/2018，亚洲艺术研究所，芝加哥
芝城之炼2.0（A City to Wear 2.0），9-11/2018，亚洲艺术研究所，芝加哥
芝加哥艺术学院绘画系校友作品展（Turf - Alumni Show of PTDW from The 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5-7/2019，亚洲艺术研究所，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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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在芝加哥艺术学院读书（MFA）到教书的第三十一年，时间真是快。我在读大学（上海师
范大学艺术系）两年级的时候就有同学陆续去了美国，而去美国留学是当时我这辈的年轻人共同的理
想。八十年代来美国读书要比现在难的多。据说现在签证只要提供房产证或银行存款证明即可，可是
从前大家都很穷，所以来美读书需要有经济担保人。我听爷爷说蒋家在美国的亲戚不少，他一一写
信，但没有一家答应作担保人。毕业一转眼三年了，经济担保人没有着落，我出国的前景黯淡。八六
年仲秋的一天终于出现了转机；早两年出国的同班同学聂崇立来信说有美国商业代表团来沪访问，其
中有他公司的老板夫妇，Helen 和 Steve。聂同学去了美国后没有继续学习艺术而是攻读MBA（管理
硕士），他一边读书一边在芝加哥一家公司实习。他在信中写道：如果他们喜欢你的画（我想他们会
的），你担保人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年后的秋天，我降落在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开始了我新的艺术
和人生之旅。
落地旧金山纯粹是因为旧金山的一所艺术学校接受了我。除了经济担保人，申请学校也是一个令我心
酸的经历。我前后一共申请近二十所学校，凡是我想入学的学校都拒绝了我。旧金山的那所学校是为
数不多接受我的学校之一，决定去旧金山学校的原因更是出于无奈，因为它的学费最便宜。芝加哥早
在看了聂同学寄来的照片就令我神往，芝加哥艺术学院又是一所著名的先锋艺术学校，是我最想去的
学校之一，但我先后两次申请均落孙山。当时我的英语不好，接到学校来信打开一看：We regret to
inform… 。我想你们干嘛要后悔？接受我不就不用后悔了嘛。可是所有不接受我的学校都说后悔，于
是最后去了旧金山艺术学校。不巧的是，我机票买晚了，到了旧金山学校已经过了注册课的时间，要
等下一个学期才能入学，所以我又买了机票去芝加哥探望久违的聂同学，和我的担保人Halen 和 Steve
夫妇。
当时我经济方面毫无概念，一方面我请求她们做担保人的事进行的非常顺利，觉得美国人都很富裕，
要担保一个人轻而易举。但是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那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当担保人不仅
是一个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要提供签证时所需的最重要的文件 - 担保人的税单。那年Halen寄给我厚
厚一叠文件就是她们的税单，里面详细纪录她和Steve所有的收入，投资盈亏等等个人经济信息，那绝
对都是她们的隐私，为了担保我就全部公开了。我对她们来说只是个仅有一面之交的陌生人； 我们在
上海联建新村，我的一室户卧房兼画室里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喝了茶看了我的作品，然后就要对我
去美国的读书和生活负责。这真是一个近乎荒唐的要求。尽管我反复表示我将打工自食其力，但美国
是一个法律国家，如果我有什么事的话她们是要负责任的。后来我也理解了美国的那些亲戚，作担保
人的确是一桩勉强其难之事。
话说来到了芝加哥，不几天聂同学就带我去Halen和Steve的公司与她们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在芝加哥
重逢，Steve兴致勃勃介绍芝加哥艺术学院美术馆，并风趣地说：Jiang，（他们都叫我Jiang）你应该
考虑把毕加索的画拿下来把你的画挂上去啊。他还告诉我芝加哥艺术学院是一所好学校：Jiang, 你应
该来这里学习。 当我很不好意思告诉他我已经被拒绝了两次，他说：Jiang, try it again! 于是我去了学
校，并很快发现了问题。在上海我根本不知道美术硕士是怎么回事；申请的作品集里既有写实也有抽
象和拼贴，还有我最为骄傲的作品，一段八五年与王沙城一起举办的，开幕三天后就被勒令关闭的，
灯光，音乐和绘画实验组合的独幅画展 - 《天祭》的录像，以此来展现我的多才多能。我很快知道硕士
研究生要有一个方向，而不是五花八门的逞能。我需要画新的作品，但芝加哥初来乍到，那里去找一
个画室呢？我把我的苦恼告诉了Steve，他带我走进公司的一间约三十平方的房间，他问：Jiang, how
many people in this room? 我说不知道啊，他说：only one, you! 我惊讶万分。之后的两个月里，我
几乎每天在一些西装笔挺公司员工的众目睽睽之下，进入这间房间，画出了一批作品，然后再一次申
请。这次我不但被芝加哥艺术学院接受，而且获得了奖学金。
这么多年过去，回想起这些事宛如发生在昨天。现在中国经济腾飞，已经有无数的规模不小的公司，
我想也许一定会有像Helen和Steve那样的老板热爱艺术，慷慨地帮助一些贫穷国家的学生来中国学习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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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美术·专访丨蒋奇谷——谷歌水墨瓶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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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美术：蒋奇谷老师您好！祝贺您在谷歌总部举办画展。众所周知谷歌是一家世界瞩目的高科技公
司，它的业务包括互联网搜索、云计算、全球地图定位技术等，它不是一家画廊，怎么会举办艺术展
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蒋奇谷：谷歌是21年前两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在宿舍里研发搜索引擎时建立的，但从一开始谷歌
就非常的“艺术”。我记得当时它的标志设计根据6个英文字母不断的变化，经常换新，后来还发展
成动画，点击进入可以看到历史和文艺科技等介绍的链接，有趣生动，于不经意处传播了知识文化。
在谷歌公司里随时可以见到艺术品，在展览的办公楼里我看见好几幅风格类似雷蒙-汉斯（Raymond
Hains）广告撕画作品，还有用老旧显示器和电脑接线捆扎成的装置作品等。这次展览是谷歌/爱艺术
（goole/goart）项目的一个画展，项目由谷歌员工发起，定期邀请艺术家来公司做展览，是他们对艺
术的热爱和支持。这已成为一种企业文化。我很想知道国内的科技公司如百度等有类似的艺术项目？
国家美术：国内也有很多企业支持艺术。蒋老师您今年4月在上海举办了以瓶花为题材是水墨作品展，
这次谷歌展还是以瓶花为主题，您是否跟我们说一下这次展览，它有什么不同？
蒋奇谷：这次展览是与才气横溢的芝加哥艺术学院绘画系研究生崔德成合作，去年他参加芝加哥亚洲
艺术研究所（The Research House forAsian Art）第二届当代绘画的专题展《芝城之炼2.0》（A City
to Wear 2.0），由庞贻丹，阎翎麟策展，十二位文化背景不同的艺术家参加。我很喜欢崔德成的作
品，展览后我们常探讨艺术便萌生合作的想法。这次展览作品是基于我2007年的一幅青花瓷瓶花水墨
作品，是出于几点考虑。一，如何拓展水墨新的可能性。二，艺术与科技如何结合。三，艺术如何与
当下生活发生关系以及文化身份问题等。现代水墨的探索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已有一段历史了，但大
多数还是局限于水墨画本体论之内，即如何画“新”的水墨画。这次创作的程序是，先将原作数字化
导入电脑，经过崔德成设计的运算程序生成最终的图像。运算程序的原理是三原色组合，就像法国画
家修拉的点彩法。独特的部分是颜色组合并不是由崔德成或我决定而是由电脑运算产出，因此，就最
后导出作品的效果而言，可以有成千上万，百万乃至无穷尽的可能性。
国家美术：这么说在出图之前您和崔德成都不知道最后出来的作品是什么颜色？
蒋奇谷：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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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美术：蒋老师您在东方卫视的采
访中说您画花瓶的目的是为了画出一
个与众不同的花瓶。花瓶是喜闻乐
见的传统绘画题材，而您一直提倡艺
术家要有当代意识，作品要具有当代
性。从您的瓶花作品里似乎看不到当
下大家关心的问题，它们是否不具备
当代性？
蒋奇谷：你的问题很尖锐，很好。很
多艺术家尤其是年轻艺术家还不习惯
从一个更大范围来看具有当代性的艺
术作品，当代性就像一个“紧箍咒”
套在他们头上，大家争先恐后，唯恐
跟不上时代。如果我们定下神来，就
会发现艺术一直在不断的扩大，30年
前没有“当代水墨”这个概念，连“
中国当代艺术”作为一个概念也要晚
好几年才出现。所以当代性作为艺术
的精神，应具有包容性和地域语境。
如果以狭义的当代性为标准，水墨怎
么弄都不能算当代艺术，因为水墨只
是一种艺术媒介。水墨如果不与中国
语境发生关系，水墨的当代性将是没
有意义的，因为你是在重复西方已经
做过了的东西，只是用水墨而已。
国家美术：那什么是当代性的中国语境？
蒋奇谷：简单说就是要与当下发生关系。具体说我们的这次展览是在谷歌公司总部，作为领军高科技
公司，员工们的工作压力和强度由想而知，所以瓶花更合适展览，而不是那些视觉强烈内容沉重的作
品。中国五世纪的山水画家宗炳说过绘画要精神愉快，这不仅指画画的人，而且指观画的人。我们特
地在展览前言里引用了马蒂斯的名言：对于那些因工作繁重而疲倦的人来说，艺术应该是一个沙发。
可惜这点似乎被艺术的“当代性”忽视，好像天下不再有工作疲倦的人了。不仅这次展览题材是瓶
花，而且作品终端是打印输出，从而突破了尺寸的局限，即大可以大到一堵墙面，小可以放在桌上的
镜框里。这样艺术与生活的关联就更加紧密了。与运算成像、打印技术结合对水墨画来说多了新的可
能性，是一种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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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美术：蒋老师您说得很好，但你说的当
代性与大家所理解的当代性还是有点不一
样？
蒋奇谷：通常理解的“当代性”是一个不久
前来自西方的艺术观念，简单归纳有两点：
一，艺术家要关心和表现当下的政治和社会
问题。二，其作品形式必须是对传统的突
破。这无疑忽略了艺术和生活中很多重要的
方面，这样的当代性是狭窄局限的。如果机
械照搬就容易沦为工具论，更容易陷入形式
主义。艺术与政治挂钩最好的例子是中国的
六、七十年代，那时艺术家与政治的联系最
紧密，难道这是一种好的创作方式？现在有
很多艺术家冥思苦索将自己的作品与一些社
会问题联系起来，似乎这样就符合了“当代
性”的法度，作品就成了当代艺术。还有媒
介的运用也是一样，如一个艺术家用视频作
为媒介创作，不管他的观念多陈旧落后，其
作品好像就成了当代艺术，但这是当代艺术
吗？
国家美术：不是的，蒋老师。艺术表达政治
诉求并以此唤醒民众在中国春秋战国就有这种主张，如《左传》里提到的“使民知神奸”，就是要让
大家知道是非好坏，但后来的中国艺术史证明艺术的天地要广阔得多。蒋老师您是否能具体跟我们讲
讲您对当代水墨的看法。
蒋奇谷：水墨近30年来有很大的变化，但它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有效性很小，期望太高不符合实际。
水墨作为中国绘画有其深奥的文化底蕴，这同时也造成创新和理解水墨的困难。水墨走当代（西方）
路线相对“容易”一些，因为不需要太多的文化知识和笔墨功夫，但没实质性的突破却产生文化断裂
及身份模糊，所以认可度不高。放弃水墨核心的精神取向，以工匠的手法描绘客观物体或直接照搬传
统有望获得更多观众，可这又流俗于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水墨必须是传统的，同时又是现代的。这句
话听上去似乎矛盾，但作为水墨画好像别无选择。总之，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或从那个出发点进行，
当下水墨充满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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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一飞
美国豪尔德学院资深教授、艺术家 / 独立策展人
——————————————————————————————————————
美国政府为对促进社区文化艺术发展成就卓著者颁发的2009年度“美国成功奖”获奖人
美国 [华盛顿邮报](华文）、[新世界时报]“2013年年度人物”候选人
美国马里兰州豪尔德郡艺术委员会2016年度“卓越艺术家奖（Outstanding Artist Award）” 获奖人
教育/主要专业经历
2010至今 多项国际/国内艺术大展 策展人
2018至今 中国西南民大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指导）
2018
美国水墨画协会年度展总评审
2008-2015 中国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国豪尔德学院中国文化艺术交流项目主任
2007- 美国华人艺术教授协会董事会董事
2006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空间主持
2004 四川美术学院 特聘教授
2001-2008 中国“艺术当代”杂志特邀撰稿人。
2000
巴尔迪摩市水彩画协会年度展总评审。
1999 - 四川美院、四川大学，西南大学等国内高校客座教授。
1999 至今 马里兰州豪尔德学院艺术系正教授。
1998中国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访问教授。
1997
美国水墨画协会总评审
1996-1998 明里苏达州圣本笃、圣约翰大学特聘教授。
1999豪尔德学院艺术系正教授
1997-2000 豪尔德郡艺术委员会董事、艺展会主席。
1992
获田纳西大学教育学硕士(博士肄业）。
同年受聘为马里兰州豪尔德学院艺术系讲师。
1991
美国诺克斯维尔市八月卓越艺术家，获弗吉尼亚州艺委会教育艺术家基金奖。
美国田纳西州诺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7Q4zg8eziaktt2U7odzzODCApta5jFnwvFhsfIiaNCD6vbjRsSmForuBvX7fYkibYjibMUXJS4jdMibTnmLC5gywU9A/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克斯维尔市电视台艺术讲座主持人，主讲传统中国画艺术。
1990-1992 田纳西大学教育学博士研究生，主攻教育传媒，辅修艺术教育。
1989-1992 美国田纳西大学艺术系访问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9
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现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获文硕士学位。
1979-1983 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获文学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
主要展览:
2016 “视觉与视野”-全美华人艺术教授作品展，贵阳宏力城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中国贵阳
“和声”-当代艺术邀请展，西南民族大学高小华美术馆
2015 “水墨与中国当代艺术的构建”邀请展，美华博物馆， 美国洛杉矶

会员个人的故事 - 甘一飞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8
2006
2000
1996
1995
1993
1992
1991
1990

“情归故里”-自贡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作品展，自贡彩灯灯博物馆，中国自贡
“超越肉身”-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巡回展,挪威奥斯陆市政厅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厅）
“碰撞与交融”-全美华人美术教授作品展，纽约亚洲文化中心曼哈顿画廊，美国纽约
“东西共振”-当代中国艺术邀请展，罗斯美术馆，美国马里兰
“澄怀观道”- 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505艺术创意库，中国西昌
“蓝顶艺术节艺术家联展”中国成都 蓝顶美术馆
“视觉阳谋”甘一飞近作展，美国弗几尼亚州里士满格林阿伦艺术中心画廊
“溯源之旅”- 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 蓝顶美术馆,中国成都
“超越肉身”-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巡回（美国）展,罗斯美术馆,美国马里兰
“穿过”—中国当代艺术展II”,帕勒莫美术馆，意大利西西里岛
“燃点”-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凉山州艺术中心艺展厅，中国西昌
“穿过”—中国当代艺术展I，斯波内多市美术馆，意大利
“人性与自然”，获一等奖，卅亜力山大市艺术家同盟画¬廊，美国弗几尼亚
“飞旋,扭典,无限延展”—甘一飞近作展，罗斯美术舘，美国马里兰
“新世纪迷思—甘一飞新作展， 豪尔德社区学院画廊，美国马里兰
“甘一飞中国画展”，陶森大学亚州艺术中心，美国马里兰
“甘一飞艺术个展”哥伦比亚艺术中心，美国马里兰
“亚太艺术大展” 美国国会，美国华盛顿
“美国田纳西大学艺术系教授作品联展”， 委内瑞拉国家艺术馆，拉卡斯，委内瑞拉
“甘一飞中国画艺术展” 田纳西大学艺术系画廊，美国诺克斯维尔
“黑白的旋律-甘一飞水墨展”，田纳西诺克斯维尔市艺术中心，美国田纳西

学术著述：
策展前言2017 “国际玩笑”-沈劲东个展第4回， 美国马里兰州罗斯美术馆
2016 “南来北往”-张大千、金城、陈子庄、吴一峰作品收藏展， 成都麓山美术馆
“在场”-当代艺术三人展，麓山国际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空间，中国成都
“浮世风雅”- 成都逸社、西湖画会作品联展，成都麓山国际艺术村画廊
“和声”第三单元展- 道在日常，西南民族大学美术馆
2015 “情归故里” 自贡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作品展，中国自贡
2014 “超越肉身”-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巡回展(挪威.奥斯陆)
2013 “澄怀观道”- 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中国西昌
2012 “溯源之旅”- 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中国成都蓝顶美术馆
“越域”-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四川大学美术馆，中国成都
2011 “燃点”-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中国西昌
学术著述/论文1999 “概念艺术设计”与中央美院潭平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张永和合著，
青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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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人物专访“用专注、前沿的学术态度论“道”艺术，艺术现场杂志
2005 “伪古典? 新古典?—画坛怪杰约翰.科瑞”（艺术当代2005年四期）《世界美术》 第1期
2005“C04台湾前卫文件展侧记”（典藏—今艺术2005第二期）
2002 “目击惠特尼2002双年展”（美术观察2002年7月期）
2002“想象的空间、试验的空间、突破的空间–惠特尼2002双年展”，艺术当代 2002年第三期
2001“新水泊梁山-中国当代艺术与艺术家（台湾典藏—今艺术2001年四期）
2001“开放的结局–纽约现代艺术馆 2000闭幕展”（江苏画刊2001年六期）
2000“回顾与展望–惠特尼艺术双年展 ”（世界美术/当代艺术家 2000第四期）
媒体评论主要有:
巴尔迪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哥伦比亚报(Columbia Flyer)，世界日报,
诺克斯维尔日报等。挪威奥斯陆“KLASSEKAMPEN”, 艺术国际网，99艺术网, 头等舱杂志，成都商
报，新世界时报，华盛顿邮报（中文）
公共演讲/电视专题：
2016 优酷网-鲁军工作室“艺无界”- 美、中、俄三国联合艺术行动,
2014 四川省电视台 “巴蜀画谈”专题片---《甘一飞艺术人生》
重庆电视台成长栏目：专题片《甘一飞艺术之旅》
2014 凤凰卫视 –凤凰大视野栏目-“李鸿章晚清外交”专题访谈嘉宾
2013 “色彩-溯源之旅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访谈”，成都电视台《色彩栏目》
2012 “人本-艺术本体之源” 公共在线访谈节目,艺术国际网
1998-2011 “美国艺术教育”、西方现代艺术与现代设计、“人文精神与视觉经验共谋-西方具象
绘画在当代” 等题目,在中央美院、四川美院、西南大学、四川大学、成都画院、西南民族大学、重庆
师大、重庆教育学院、四川理工学院、安阳师院(河南省艺术高校教改研讨会特邀主讲)，等国内高校
巡迴演讲。
1990-1992 “传统中国画艺术”， 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公共电视台（20频道）
策展记录:
2017 “国际玩笑”-沈劲东个展第4回， 美国马里兰州罗斯美术馆
2016 “南来北往”-张大千、金城、陈子庄、吴一峰作品收藏展， 成都麓山美术馆
“在场”-当代艺术三人展，麓山国际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空间，中国成都
“浮世风雅”- 成都逸社、西湖画会作品联展，成都麓山国际艺术村画廊
“和声”第三单元展- “道在日常”，西南民族大学美术馆
2014年 “超越肉身”-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巡回展，挪威奥斯陆市政厅美术馆（诺贝尔奖颁奖厅）
“东西共振”-当代中国艺术邀请展，罗斯美术馆，美国马里兰
2013年 “澄怀观道”- 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505艺术创意库，中国西昌
2012年 “溯源之旅” - 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蓝顶美术馆，中国成都
“超越肉身”-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巡回（美国）展,美国马里兰罗斯美术馆
“越域”-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四川大学美术馆，中国成都
2011年 “燃点 - 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西昌火把广场艺展厅
2009年 “四川师大教师作品交流展”,豪尔德学院美术系画廊，美国马里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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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东西碰撞”—李宁，苏更生近期作品展，罗斯廊，美国马里兰州
2005年 “刘沛沛，黄静作品联展”，豪尔德学院美术系画廊,美国马里兰州
1997年 “陈丹青，谷文达，何工作品联展”,(策展人之一)艺云画廊，美国田纳西大学
1993年 “张明油画展”,豪尔德学院画廊，美国马里兰州
主要获奖：
2016
“视觉与视野”-全美华人艺术教授作品展 金奖
美国豪尔德郡艺委会2016年度“卓越艺术家奖” 获奖人
2013 美国 [华盛顿邮报] (华文）、 [新世界时报] “2013年年度人物”候选人
2009 美国政府为对促进社区文化艺术发展成就卓著者颁发的“美国成功奖”获奖人（2009）
2008 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双年展“托匹多”艺术卓越奖
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艺术同盟画廊一等奖
1996-1997 美国圣本笃大学访问艺术家基金奖
1990-1992 弗吉尼亚州艺术教育基金奖
专业协会：
1）
美国艺术高校协会成员（CAA）
2）
美国华人艺术教授协会成员，董事会董事（2017-）
3）
重庆国画院成员（1983-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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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一飞个人年度作业汇报
2018-2019
这段时间正在为近年来混天渡日、无所事事，泛善可陈的状态不安自省之时，震谷兄古道热
肠，适时地来信催交作业，说是需要我报告一下本年度有关艺术、学术活动情况，以便协会统计存
档。无奈之中搜索枯肠，找回些近来个人活动轨迹的记忆，匆草成文，也算是对震谷兄和协会同仁的
一个交代，大家见笑了。
一、在艺言艺
如同协会内各同仁，作为一个在美的华人艺术教授、一个艺术家的我，几十年在艺术教学和实
践、中美间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乐此不彼，艺术梦想也从未泯灭。无为而为之中，一晃又过了一年。如
果说本年度个人业有所成，那是夸张。但也有几件已经做成或正在进行的作业倒是值得一提：
1）创作：
随自己阅历的增长，近年来我的作品巳从过去重语言的形式主义转向侧重观念的当代艺术方向
演变，开始讲求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性。也因此，从2018年初开始创作以“霾之殇”为主题的系列组
画。这套系列的灵感触发于前几年国内各大城市（北京、成都......）肆虐的雾霾，以及雾霾作为一种物
理现象所引发开来的精神现象。组画以人物、风景为主，目前已近完成人物部分，风景仍在构思中。
这套组画中的人物涵盖中国社会各阶层。在他们中，除了少数人如央视记者柴静敢于就雾霾的话题而
发声外，大多数人仅以沉默、被动、麻木地接受这一生化灾难的态度而为之，虽然偶尔也有人作出些
黑色幽默的调侃，但沉默的大多数人在无可奈何的状态中消极地适应这类环境灾难，甚至有人还有赞
美这一环境灾难。这种状况所涉及的就不仅限于简单的外在环境污染问题，而关乎于人类生存的精神
状态。这类精神的雾霾与外在环境的物质雾霾对社会有着同等的破坏力。“霾之殇”的“殇”也就立
意于此。所幸的是近年大陸政府终于有举措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并有“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之
说，中国环境污染有所缓解。但“霾之殇”系列作业继续的进行仍有着现实的意义。此系列计划是描
绘与雾霾相关各类人像、动物、风景、包括主要城市地标，配合现成品（如口罩、防毒面具……等）
实物装置。作品展览的地点和时间待定。或许可以先作网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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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早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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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之殇“系列：

除了油画之外，在美国的三十年中一直都没放弃中国传统水墨画。有在国内本科和研究生时期
主攻传统中国画的基础，刚到美国就先后在所任教的各大院校开设水墨画程。至今，我的传统中国画
课程从来间断，学生者众。也因此曾数度担任全美水墨画协会年展总评审（包括2018年）。本人一直
认为，传统中国画作为东方文明的艺术表达有着无可取代的独特面貌，其自身完善的语言体系和人文
精神传承着不少优秀的文化基因，值得认真开发，以推陈出新。
2018年春应马里兰州美京艺廊邀请，举办了一个以“丹青韵致、水墨精神”为题的个人画展。展出作
品为近期的实验水墨和传统水墨混合。
附上本人撰写的展览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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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自述
如果说，水墨画是艺术家抒发情怀、聊写胸中臆气之借代，艺术家的才情学养、审美评判，就全系在
那笔毫材媒间轻重急徐的厮磨、墨彩晕漳迹化的张驰之际，有形与无形之中，自由的精神则徜徉间。
水墨丹青到了今天，不仅是逃避尘世纷扰的遁所，更是艺术家人文关怀、时代精神的代言。艺术家中
有所成就者，必具卓而不凡的敏锐力，其能养自然之气韵，悟宇宙之性灵，察时代之脉搏，兼与时俱
进的语言和思想；从而丹青韵致、水墨精神，可信手拈来之。
作为以艺术家自许的我，对艺术的思索、实验、寻觅从来未敢停歇。当面对传统的语言、技法、媒材
遭遇当代精神之时，自己会作出主动、被动或下意识的反应。这些反应所留下的痕迹即凑成这次水墨
展的作品，也算是自己在艺术旅途中”在路上”的见证。
--------------------------------------------------------------------------------------------------------------------------------见图：
展览招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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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水墨部分：

传统水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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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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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艺术活动：
接水墨展的话题，2018年全美水墨画协会（Sumi-E Society of America)又邀请我作协会年度展总评
审，年度展于2018年11月底在佛罗里达布罗登顿艺术中心开幕。随后在该艺术中心为协会成员举办为
期三天的水墨画大师班 (Master Workshop)。
见图：

二、在教言教：
1）艺术讲座、工作坊、学生作品展：
近二十多年，除了在校常规的教学工作外，寒暑假都经常在如中央美院、四川美院、四川大学、西南
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高校访问和开设讲座。从2017年始，西南民族大学特聘本人为艺术学院
研究生院导师，与高小华教授共同指导他旗下的三位博士生和十三位硕士生。其中博士生中的一位，
罗原同学今年夏天（2019）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2018年11月，本人专程
回国，为西南民族大学举办介绍西方当代艺术的讲座， 并为艺术学院硕士生开设以“材料与艺术”为
专题的艺术工作坊，并以同学们完成的作品在成都麓山国际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空间举办以“格物”为
主题的当代艺术实验展。
附上本人撰写的展览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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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 - 当代艺术实验展
前言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 司马迁
格：推究；致：求得。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格物致知即是人类探寻知识、追求真理的过程
和方式。艺术的探索也不外如此，其中对艺术的语言、材料、观念、意蕴......诸多艺术构成因素一步一
趋的探寻即为格物致知的具体行动。
今天借用“格物”一词用作为本展主题，意在给这个以非传统材料作为艺术媒体的当代艺术实验作品展定
位，也是对这种追问精神的推崇。
本展的作品来自于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研二班同学，是他们经过数周时间与多种综合材料互动厮磨
后产出的实验性作品。同学们在创作过程中，整日与材料肌理、色泽、性能、缠绵于斯，穷尽材料的
物性并将其与艺术的观念对接，让材料的自然属性赋予了精神的光彩。
我们知道，实验意味着探索未知，意味着的失败与成功、沮丧与惊喜相携而行，然而，当材料与艺术
家的情感、理念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之时，实验作品即可成立。几周的手作、心机，集成了不少有意思
的作品，也就有这次小型汇报展出的基础。展览的目的，是想与观众达至一种对作品的交流和分享，
以期更充分地展开作品的意义。
勿庸置疑，当代艺术应当讲求艺术语言的原创性与观念的当代性，进而能与当下语境接轨，实现艺术
的功能。对材料物性的探求，对艺术语言的原创性发掘，唯有格物而至知一途。
---------------------------------------------------------------------------------------------------------------------------------

西南民大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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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展现场：

展览招贴：

学生展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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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2）博士论文辅导、答辩：
本人自2017年应西南民大艺术学院院长高小华教授之邀为旗下三位博士研究生指导论文。2018年6月
有两位顺利通过开题报告，其中罗原同学于2019年6月顺利完成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罗原同学博士论文答辩现场：

上述汇报仅是本人日常作业，决不能与协会内同仁的成就相比。不过此作业汇报实为抛砖引玉之举，
还望各位同仁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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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力
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大学建筑学院室内设计教授
Professor of Interior Design, School of Building Arts,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9/22/2019
作为大学老师和设计师的我，最喜欢的还是绘画。我的生活及经历都和绘画分不开，从小在学校就参
加绘画兴趣班、少年宫。从此我的周末都是与素描、色彩相伴。1992年，我考入四川美术学院装潢环
境艺术系；1996年我又到重庆大学（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专业深造。毕业后，我来到铁道部第
二工程局，负责建筑内部设计。在那里的大多数时间，都呆在施工现场。
1999年我赴美留学，就读于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大学建筑学院的室内设计专业。萨凡纳是位于佐治亚州
的海边小城。刚到美国，学习和生活都是比较困难，好在得到热情的学长帮忙。语言当时是我最大的
障碍，只能简单的英文交流。不过有意思的是，我刚到的第一周就遇到了“弗洛伊德”飓风。在中国
内陆长大的我从未见过飓风的威力，糊里糊涂的和同学们一起逃往内陆，一路上车流拥挤，正常4个小
时的车程开了24个小时。好在有惊无险，也是我第一次领略了美国的风土人情。在留学的生涯中我也
和所有留学生一样，为了生计在餐馆接过电话，当过服务员。不过后来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学艺术的
居然可以在街头为游客画肖像，这为我解决了读书时经济上的大问题。
萨凡纳是一座旅游小城，有着丰富的人文及建筑资源。这里非常安静，一草一木都透露出自然的气
息。小城的求学之路让我有时间去思考人生，潜心学习。2004年，我顺利拿到了硕士文凭之后，在亚
特兰大最大的建筑事务所Cooper Carry实习。我的职业态度及工作能力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当时公司
给我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希望我能留下。而此时我的母校——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大学的建筑学院院长
及我的导师Crystal Weaver则希望我留在学校教书。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选择了留校教书。我认
为这样可以有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人生有不同的起点。学习、教书和公司的工作都不尽相同。学习可以是主动的只要花时间，只要用功
都没有问题。但教书就不一样，要讲究方式方法，面对的学生不一样方法也可能不一样。常言说，没
有不会学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在十几年的教书过程中，我体会到了教育者的艰辛和快乐。后来
我于2008年转到了亚特兰大校区，我主要研究的方向是建筑内部空间对使用者的影响和建筑及室内表
现。通过不断的积累和学习，我总结了一些有效的教学经验。就建筑及室内表现而言，我认为电脑和
传统手绘在建筑业界都存在，需要根据不同的项目及设计过程，来选择不同的表现方式。当然，这些
我都要传授给学生。而对比中国的设计行业，美国对传统手绘更加认可。我比较擅长传统手绘，比如
钢笔，马克笔，彩色铅笔及水彩等，都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其中我更偏好用水彩来表现，因为水彩
画的延展性很大，既可以画出长期的写实效果也可以用快速的手法表现写意的效果。我非常喜欢水彩
在画画过程中带来的不确定性，这总能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做方案阶段大部分
用水彩的原因。
同时，我也经常参加一些学术活动与同行交流、举办讲座和工作坊。包括Cornell University康奈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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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国中原工学院等。在国内，我也担任中国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及艺术学院兼职教授。教书的同时
我和一些建筑公司合作，其作品也屡次获奖，其中包括世界建筑表现比赛优秀奖annua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Architecture Illustration等。
我的一个案例也愿意与大家分享。2017年夏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华盛顿Library of Congress国会图书馆的主管David Mandel。他告诉我国会图书馆的托马斯·杰斐逊大楼需要改建，作为历
史建筑希望找到用传统手绘技法表现设计理念的设计师。接着就邀请我到了华盛顿对现场进行了考察
并与图书馆方进行了交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也是实际上的美国国家图书馆，我很荣幸
能参与这个项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首先新的设计不能破换原有的丰富建筑元素，其次设计要体现与
原有建筑的融合同时寓教于乐。在设计中我大胆采用了钢结构与玻璃以对原有设计产生强烈的对比。
新的概念方案反应受到了图书馆方的认可。
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大学教师和设计师，看到学生学到知识及客户满意，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人
生一路走来，有欢笑也有彷徨。就像我还在美求学的时候，无论在餐厅打工，还是街头画肖像，能让
我快乐的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生活的希望。希望是一切的动力！我也希望大家一切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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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韵雪
纽约大学助理教授
Snow Yunxue Fu
New Media Artist
Assistant Arts Professor at New York University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Institute of Emerging Media, Department of Photography and Imaging
snowyunxuefu.com

Contact:
721 Broadway, 8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3
212-992-8432
snowyunxuefu@nyu.edu
snowyunxuefu@gmail.com

Artist Lectures and Presentations:
2019 Siggraph Asia Course Program, Extended Reality practice in Art & Design Creative Education, co-lead by June Kim and Gregory Bennet, Brisbane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 (BCEC) in
Brisbane, Australia
2019 Presenter, VR Panel, new Media, Arts, Data, and Design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9 Jury and Awards Presenter for the Onion City Experimental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2019 Artist Talk at Rhode Island College Art Department
2019 Artist Talk at Pennsylvania Academy of the Fine Arts
2019 Artist Talk at New York University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2018 Artist Talk at Gensler Chicago
2018 Panlist, Refiguring Binary Program, Conversation at the Edge, Gene Siskle Film Center

Awards and Grants:
2018
2018

Gorges, selected for the Best Work Award in the Mykonos Multi-Media Festival in Greece
Side, Permanent Collection at the Current Museum of Art in New York

Solo Shows:
2019 Karst, Ptuj City Gallery, as part of the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project Maribor in the
17th Art Stays Festival, in Ptuj, Slovenia.
2019 Karst, Snow Yunxue Fu Solo Show, Chazan Family Gallery, Rhode Island College, Providence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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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Group Shows:
2019 The Galaxy Series and Earth Studies, Too Beautiful to be Real, Off Site Project, The Wrong
Biennial
2019 Bask, F=D, The Wrong Biennial, Chicago IL.
2019 Resolution, Momentum Festival, Toledo, OH.
2019 Karst, SUPERNOVA Digital Animation Festival 2019, Denver CO.
2019 Bask, the New York Gallery of Chinese Art, CAAFA, New York NY.
2019 Karst, NYU Department of Photography and Imaging Faculty and Alum Show,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New York NY.
2019 Bask, Limitless Space, MCAD MFA Gallery, Minneapolis, MN.
2019 Gorges, Miheliceva Gallery, 17th Art Stays Festival, in Ptuj, Slovenia.
2019 Side, ARTBOX.PROJECT of Zürich and Switzerland.
2019 Karst, Biofutures Art of Sustainable Science at Tongji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Shanghai.
2019 Karst, Greenpoint Gallery Night Programming at Plexus Projects in Brooklyn New York.
2019 Karst, VisMatter2019 program in Australia in the Canberra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as a
part of C3DIS 2019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CSIRO Australia.
2019 Side, Touring exhibition of the “Recommended Screening Unit” of the 4th Shenzhen Animation Biennial, showcasing in about two dozen of renowned universities and art schools in China,
including China Academy of the Arts, Xian Academy of the Arts, and etc.
2019 Karst, An Inch of Time, International Video and Animation Exhibition, Art Gallery at Cleveland University.
2019 Karst, Refiguring Binary, Pioneer Work, New York City, NY.
2019 Side, Tehran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11th Festival, Tehran, Iran.
2019 Karst VR, Re-Figure-Ground, New Media Group Show curated by Kelani Nicole, Arebyte
Gallery, London, Great Britain.
2019 Karst, The Urgency of Reality in a Hyper-Connected Age, ACM SIGGRAPH online Exhibition
2018 Karst VR, Virtual Collection Tour curated by Kelani Nicole as part of NADA Presents programming during Art Basel Miami Beach, Miami, FL.
2018 Side, 4th Shenzhen Independent Animation Biennale, Shenzhen, China.
2018 Figment, Real Fake Project curated by Claudia Hart, Rachel Clarke, and Pat Reynolds, Print
Screen Festival curated by Lior Zalmanson and Tel Aviv, Holon, Israel.
2018 Side, Refiguring Binaries, Conversation at the Edge, Gene Siskel Film Center, Chicago IL.
2018 Karst VR, Sedition featuring artist with an interview by Greg J Smith at Sedition.com.
2018 Karst VR, The Other Art Fair, Sattchi Art, Mana Contemporary Chicago, Chicago IL.
2018 Slant and Side, SUPERNOVA Digital Animation Festival 2018, Denver CO.
2018 The Chambers, Plexus Projects Fall Group Exhibition, Brooklyn, NY.
2018 Gorges, Pingyao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Festival 2018, Pingya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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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2019 Festival Jury:
Onion City Experimental Film & Video Festival, Chicago IL
Judge the moving image work in the final round for awards and prizes

Curatorial Work as SAIC Faculty:
2019 Curator:
SAIC MacLean 1307 Screening Room
Final Mesh
Final mesh is an amalgamation of experimental moving image, computer graphics and atmospheric design. It is an exhibition that surveys reality through shifting perspectives, and algorithmic pleasures - all the while challenging narrative modes. The show examines the limitations of
physical media, and ventures beyond into a realm of sensorial liberation - one that both embraces
and overwhelms the participant. Each work goes beyond the digital imaging, generating space
and media untethered by the confines of gallery walls. Mainly using software Maya and Realflow
to emphasize the atmospheric scenes into the artworks. By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software,
artists expand their art territories with achieving shape of aqueous element in their work. The
screening features the School of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students works from Fu’s Spring 2019
Atmospheric Animation course.
2018 Curator:
SAIC MacLean 1307 Screening Room
Con(Troll)ed
We are virtual and virtuality is us. Con(troll)ed is a unique 3D animation screening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nd among the body and technology. How do the two interact, reflect,
and converge? and how is that being perceived by you and itself? Featuring artists from numerous
artistic backgrounds, Con(troll)ed will showcase the past, future, and the now in endless perspectives. The screening is organized by the students and features student final works from Fu’s Fall
2018’s Digital Bodies Performed class.

Freelance Curatorial Experience:
2018 Curator
2018 Mykonos Multimedia International Festival in Greece
Daidalos Project Fake / Reality Screening
Co-Organized with new media curator Avgi Maria Atmatzidou in Mykonos, 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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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s, Reviews, and Interviews:
2019 The.Up.Life covered an article from NOOW, ranking me as their top five artists
2019 The.Up.Life covered an article on How Digital World Changes the Art Scene, featuring my
work.
2019 Sedition cover the show Limitless Spaces, featuring my piece Bask
2019 New York Times has reviewed the exhibition Refiguring Binaries at Pioneer Works, curated
by Kelani Nicole, including my one channel work Karst 1.
2019 My work Karst evaluated in the Video series by Wade Wallerstein on the Re-Figure-Ground
Exhibition in Arebyte on Screen by the Arebyte Gallery in London, UK.
2019 Sedition featuring my solo show Karst and work for the month of March.
2018 Artist Interview by Greg J Smith with Sedi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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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力勤
美国罗格斯大学原美术部共同主任和终身正
教授，北京大学特聘专家教授。曾任美国
SIGGRAPH数码艺术协会常务理事，画廊高
级评审和学生动画评审主席，中国八五美术
思潮重要参入者之一。
从事先锋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近四十年，在
中美数码艺术和动画界享有一定声誉。作
品融观念与数码科技，创“数码原始”交
互动画装置，多次获国际数字艺术头奖和
金奖, 美国当地媒体称他为“革命性的艺术
家”。大型个展巡回世界各地，中国有中华
世纪坛，上海多伦美术馆、798和宋庄美术
馆等地。
世界科技奇点艺术的倡导者和实验者，探索
未来艺术在科技奇点冲击下的蜕变。其理
论研究还涉及观念动画、交互动画装置、动画教育和当代艺术批评等，除几十篇学术论文外.还出版了
五部画文集和著作。专著代表作有《奇点艺术》，《奇点：颠覆性的生物艺术》、策划出版的有《奇
点：强人工智能艺术》、《奇点：不可视的艺术》等。
Tan has portrayed his inventive and autodidactic energy as an artist, educator and researcher for
four decades while teaching in China, Canada, Singapore, and the U.S.A.
He is a co-director and a professor of art at Rutgers University，and has served as a core board
member of the Digital Art Committee, a juror for the digital art gallery and the chairperson for
Space-Time animation competition at SIGGRAPH. He was also one of the key activists during the
’85 art trend of China. In addition, he has previously worked as an art director, animator, graphic
designer, and executive art editor at local and worldwide industries.
Since transferring to the field of digital art, he has pioneered the “Digital-Primitive” concepts,
which have won great acclaim and a number of awards from both 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art
scenes. American media called him as a “Revolutionary Artist,” and his artwork has been exhibited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n both solo and group shows.
In recent years, his research has focus on “Singularity Art” which explores how such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would impact on the future art. His publications include a number of articles and
six books，such as “Singularity Art,” “Singularity: Subversive BioArt” and “Tan On Art/Art On
Ta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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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指 导现 在 ”的科技 艺术 演绎
———谭力勤教授多年研究的艺术 专著 出版
历时五 年多的 辛勤 探索 ，谭力勤教授新著 《奇点艺术 ：未来艺术在科技奇点冲击下的蜕变 》
和《奇点：颠覆性的生物艺术》 中文版 于 2 018 年和 2 019 年 出版 发行 。 前者为中国机械出版社重
点出版物， 并推荐 为大专院校的科技艺术教材和 参考书 ；后者为广大人民出版社的重点推荐 新学
科著作 ，今年五月出版后，数次 例 为 中文 网评好书榜。
《奇点艺术》和《生物艺术》分别为 中国第一部对未来艺术和 对 生物艺术研究专著。 作者基于对世
界前沿科学、 科技 奇点学和 先锋 艺术创作的研究，用敏锐的艺术嗅觉、丰富的想象力、爆破式的创
作力和开拓性的视野，对即将来临的艺术在科技奇点冲击下的蜕变给予大胆而有可靠依据的演绎和预
测， 精 选 和 设计 了大量 具颠覆性的 未来科技 艺术 典型案 例。
本系列书坚持“未来指 导现 在”和“指数”思 维 方式， 深入探 讨 了未来艺术家的核心作用：即把 科
技 人性化 和人性科技化 。大胆预判 了未来 科技 艺术 的 创 新 概念、思 维 、造型、 形式 和材料的 发
展 趋势 。其研究 和预测的 结论 是 颠 覆性的 。
《奇点艺术》全书一共五 章。 第 一 章：阐述了奇点和奇点艺术的概念、相关规律和重要学术论点，
介绍了史上著名的奇点学家、未来艺术学家和预测未来的艺术家。第 二 章：重点演绎了强人工智能艺
术的未来扩展轨迹与特征；论述了技术智能将重构艺术家创造力的内涵、强人工智能挑战艺术的本质
与特性。第 三 章：着重预测了未来无界面虚拟现实艺术 中 呈现 的特定 规律；论述了人类与虚拟现实
主宰博弈的发展必然性；揭示了真实艺术和虚拟艺术将无明确界限的未来归向。第 四 章：主要探求了
未来纳米架构艺术创作的挑战与困境；陈述了万物纳米级结构美重组的爆发力度，以及纳米艺术的微
观结构和不可视美对 未来审美意识的冲击。第 五 章：憧憬了 4D 智能打印艺术在未来演变中的特殊品
性；剖析了各类智能材料在 4D 打印艺术中的应用前景，以及打印出任何材料和状态艺术品的可能性。
要重点强调的是， 在 书中 大量的 未来艺术范例 中 附有 概念效果图、艺术流程插图、技术流程图，丰
富生动而又不失严谨。
《生物艺术》 依托前沿 生物 科技发展轨道与可靠性，在第一章阐述了有关奇点和 生物 艺术 相互关联
的 法则 与 概 念 第二章重点论述了生物艺术与生命的哲理关系以及生物艺术的 本体 与特质 扼要探讨了
生物艺术面临的社会伦理和技术挑战 充分展示了憧憬中的未来关键生物艺术技术和美好的强智能的生
物时代。在此基础上，第三章构思创作和周详叙述了大量未来生物艺术案例， 大胆演绎了未来奇点生
物艺术的造型、种类、材料，以及生物艺术的创作概念和思维之发展走向走向；；第四章是当代生物
艺术简史概述，作者把生物艺术分门归类（在生物艺术界也许是首次），第四章是当代生物艺术简史
概述，作者把生物艺术分门归类（在生物艺术界也许是首次），简明了它们的表现形式与特简明了它
们的表现形式与特色色；精选了当代生物艺术家并；精选了当代生物艺术家并加加以详尽论述。以详
尽论述。 奇点艺术系列奇点艺术系列书书不是科幻小说，更谈不上异想天开。确切而言是挪用不是科
幻小说，更谈不上异想天开。确切而言是挪用科技科技智能和生物科技中智能和生物科技中的未来因
素可靠程度，对未来艺术之的未来因素可靠程度，对未来艺术之冲击进行合理预测。作者的自信心基
于如下几点：它是在阅冲击进行合理预测。作者的自信心基于如下几点：它是在阅读了大量科学论文
和采访大量科学家之后而集成；它是世界著名前沿科学家和艺术家参入讨论和读了大量科学论文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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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大量科学家之后而集成；它是世界著名前沿科学家和艺
术家参入讨论和出策而成；它提及的未来出策而成；它提
及的未来科技科技和未来艺术形式都已在当代现实中存在
最初邹型和发展模式；它的和未来艺术形式都已在当代现
实中存在最初邹型和发展模式；它的艺术奇点艺术奇点系
列系列概念是建立于西方大量科技奇点研究成果之上；它
的未来概念是建立于西方大量科技奇点研究成果之上；它
的未来科技科技艺术品设计和构思都艺术品设计和构思都
有可靠可行的科学技术依据和人文观念支持。有可靠可行
的科学技术依据和人文观念支持。
作为世界科技 奇点艺术的倡导者和实验者，谭力勤教授
从事前沿艺术创作 于 理论 探讨 四十余年。 其 科技 奇点
艺术研究已得到美国和中国大学的支持。2 012 年， 谭 在
SIGGRAPH 数字艺术理事会（ DAC 上正式提出“奇点艺
术“（ Singularity Art ）观念，次年到北京大学开设“奇
点艺术研究生课程， 在天津美院成立了奇点艺术与设计
研究所、在美国罗格斯大学开设了北美首个科技奇点艺术
必修课。近数年来，他常受邀演讲於各种国际重要艺术研
讨会和中美高校，为中美未来科技艺术的创新教育辛勤耕
耘。有待出版著作 为 《奇点 强人工智能艺术》 和 《奇点
不可视的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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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焱
探赜索隐 艺海无涯 - 孙焱
参观博物馆、美术馆是我的人生最爱。我一直认为博物馆、美术馆就是一部形象的活生生的大百科
全书，那里凝聚着人类文明的精华，或者说那里聚集着人类文化艺术的结晶。每到一个国家、一个城
市我首先去博物馆、美术馆看个过瘾才算值。三十多年前在中国各地探访宗教石窟、皇陵石雕和博物
馆，到了西方仍然到各国美术博物馆看个透透。今年暑期到石家庄，在河北博物馆参观又有很大收
获。博物馆有几件镇馆之宝，包括西汉刘胜金缕玉衣，西汉长信宫灯，等等。而最震撼我的是唐建初
陵的一尊蹲狮！诺大的展厅我第一眼就看到了那尊熟悉的蹲狮，就像我三十多年前在河北隆尧县考察
时看到的那样激动。这件石雕刻是历代皇帝陵墓雕刻中一尊造型特别的石狮，石狮呈稳定三角形蹲坐
姿势，昂头挺胸，双目圆睁，两只前腿直撑石座，巧妙之处是前爪深深嵌入石座，用力抓出深深的印
痕！那种震撼山岳的造型彰显了初唐贞观时代的蓬勃精神。这尊石狮雕刻被写进我们的中国美术史论
专著《天人合一 — 唐陵石雕刻艺术》（殷泓 孙焱合著）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Humanity — Chinese Mausoleum Stone Sculptures in the Tang Dynasty，Publisher: Sanqin Publishers, Shaanxi Publishing Group
ISBN 978-7-5518-0011-2. Authors: Dr. Hong Yin & Professor Yan Sun
这部英文版中国美术史专著是集我们近三十年对唐代陵墓石雕刻艺术的实地踏察、以及对世界著名
博物馆的考察、和持之以恒的艺术史论研究成果。为了表达我们对恩师们的感激之情，在扉页上郑重
刻印了一行字：“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导师王子云先生和何正璜先生”。这本书是我们回馈母校西安
美术学院的礼物，由陕西最有学术声望的三秦出版社全英文出版，填补了这一学术领域系统研究的空
缺。
三十多年前，我们两人都是西安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研究生，我们的导师王子云先生、徐风先生和
王崇人先生都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各自在美术史论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殷泓研究西方美术史，我是
中国美术史研究生。西安古称长安，长安是十三朝古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西
安历史文化积淀雄厚丰富，研究中国美术史得天独厚。我们的导师王子云先生不仅是我们学术研究的
领路人，更是我们人生的楷模。他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先驱，三十年代就在法国巴黎美术界成为优秀
的雕刻艺术家，法国出版的当代艺术家辞书专页介绍他的作品和多领域的艺术成就。王老师在他的专
著中记录了他丰富的艺术考古和研究经历，详细描述了他在欧洲和北非许多著名美术馆的考察成果，
也仔细书写了他在中国进行艺术考古的亲身经历。那些辛辛苦苦考察的学术成果和拍摄的艺术建筑与
石雕图片，以后都分类写入他的美术史论专著，尤其是许多美术史上极为重要的建筑、壁画和雕塑作
品，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遭到灭顶之灾的毁坏，现在只留下他拍的历史图片，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
重要史料！
王子云老师开启了中国美术考古的先河，四十年代由冯玉祥将军赞助的西北艺术考察团由他率领有计
划地考察了陕西地区的汉唐陵墓石雕刻，在何正璜先生的书中详细记录了那个时期艺术考察团在艰难
的生活条件下考察时仍然充满着浪漫情怀的经历。王子云老师率领着考察团成员不但拍摄了大量历史
文物照片，记录了皇陵石雕刻的尺寸和绘制了具体的位置，还用宣纸拓印了石雕刻表面的浮雕和线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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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案。何老师深情地回忆她和王子云老师骑着毛驴考察汉唐皇帝陵墓的经历，何老师坐在汉陵原上，
一边目睹考察团的工作，一边写成文章寄往报社发表。才气洋溢的何老师妙笔生花记录了那个历史时期
为了艺术史研究奉献的专家学者的文章，感动和激励了无数读者。最令人感动的是在她去世之后， 她的
子女们收到了一本装订成册的报刊剪辑，是一位读者在几十年收集到的何老师在不同报刊杂志上发表的
精彩短文集锦！这些珍贵的资料包括图片、绘画、制图、拓印等等都保存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由几
位值得赞颂的子女们无偿捐献给陕西省美术院校和博物馆的研究机构。王子云先生四十年代到敦煌莫哥
窟考察也是一个令人敬仰的传奇。同时在敦煌的张大千成为他的朋友，还送给他一幅画。王子云先生逐
个考察洞窟，并且绘制了莫高窟所有洞窟全图，他的方法很独特，是在党河对岸移位写生，采用中国画
散点透视的方法绘制了全图，并在每个洞窟写上了编号。这幅真实记录莫高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长
幅图卷， 也捐赠给敦煌文物研究院，成为研究敦煌艺术的珍贵历史文物。
那时候我们考察汉唐陵墓雕刻之后，都要写成考察报告再到王子云老师家中汇报，年近九旬的王老师总
是认真倾听，指出要点提出建议。何正璜老师也给与我们很多珍贵的指导。他们都希望我们能够从宏观
上搭建一个整体研究的框架，上接秦汉雕塑建筑，深入研究唐代陵墓石雕刻的历史背景和艺术形成、雕
刻设置的形式和规格、艺术兴衰的特点和规律，等等。
唐代陵墓石雕刻分布在陕西关中渭河以北的山岳，十八座皇帝陵墓依山为陵从西边的乾县，逐个在礼泉
县、泾阳县、三原县、富平县、到蒲城县。每座皇陵都应该有几十尊石雕，唐陵石雕刻被称为绵延三百
里的露天石刻馆！这个大课题的研究首先要逐个实地考察经过千百年之后石雕刻尚存的现状，然后才有
论据资料来论证我们对大唐近三百年皇陵雕刻艺术的兴起、发展、到衰落的论点。西安美院王崇人老师
带领我们考察过一些汉唐陵墓，时间短交通不便，使我们了解到这个专题的整体框架，也意识到难度不
小。要进行真正的研究必须深入细致地到实地陵墓上考察。八十年代的陕西还没有很像样的公路，各个
村镇也没有正规的公路连接。我们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从西安美院老校园长安兴国寺到西安钟
楼20公里，再到乾县乾陵79公里。在多次考察唐高宗李治和唐代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之后，逐渐打
开了专题研究的大门。
皇帝陵园是皇权至尊、君权神授的象征，亦是皇帝在冥界的皇宫。通常在位皇帝登基不久就开始修建
陵园，这一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国家工程一定是倾全国之力、集全国最好的建筑师设计，由宫廷监工土木
工程，由顶尖的雕刻工匠雕凿陵墓四个门前的石像生。换言之，皇帝陵园建筑雕刻是集中体现了当代最
高水平的艺术工程，这一点在秦始皇兵马俑表现无遗，那么在八百年之后的唐代皇陵中理应如此。唐代
皇陵的设计为基本的方型，体现天圆地方的概念。主体为依山为陵、坐北朝南，每边都设有门，东有青
龙，西有白虎，北有玄武，南有朱雀。每座门前都有规定的石像生，通常大量的石像生设置在朱雀门以
南的神道两侧。唐高祖献陵和唐太宗昭陵、以及建初陵、兴宁陵尚未形成固定的建置，到唐高宗和武则
天乾陵发展到完美并形成了皇陵建筑和石像生建制，后世唐陵基本沿袭同样建制。无论旧唐书或新唐书
都很少明确记载唐代皇帝陵墓的设计和具体施工的方案和过程，但确有历史资料提及阎立本、吴道子那
些当代的艺术家们参与其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皇宫集结了当时全国最好的艺术家为皇陵效力。
为了获得更多的体验来理解唐代皇陵依山为陵、坐北朝南的意蕴，破解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个谜团，只
有查阅历史典籍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才能从多方面获得可信的、切实的资料，得到科学的结论。有一次
我骑着自行车到乾县，住在当地农民家里，晚饭吃了苞谷面芋鱼，就和农民们一起走上乾陵神道。月光
特别明亮，乡下的天空清澈透亮，顺着宽阔的神道往北眺望，可以看到梁山山头。我们躺在草地上舒展
着身体，漫天的星星眨着眼睛，很久没有观看星空了。现代人忙忙碌碌，晚上哪有功夫往天上看？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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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有堪舆学，观天象、占卜凶吉是国家大事，至于皇帝陵园的选址、陵寝设置、阙楼的位置和石像生的
数量顺序，都要有专司观天地、侍阴阳的官来定夺。我们躺在瑞兽翼马旁边，望着深蓝色的星空，偶尔
有流星划过，场面极其壮观！找到了北斗七星的位置，顺势又看到了北极星。那颗高高挂起的北极星正
好与神道正北的山顶相呼应，北斗七星围绕着北极星缓慢地移动旋转，北极星却永远都在夜空中岿然不
动。忽然，一个灵感袭来，刹那间我领会了千百年前阴阳官选择乾县梁山作为皇陵的用意！天人合一、
君权至尊、君权神授，北极星观照着皇权，群星围绕着北极星旋转，如同群臣匍匐在皇帝脚下，千古不
变！我也明白了陵园四门和神道的功能、以及瑞兽、瑞禽、鞍马、文臣武将的寓意，那些威猛雄健的石
狮更是皇权意志的象征。这次考察解决了许多中国古代皇帝陵园设置的问题，开解了陵墓石雕刻在中国
古代哲学、美学、宗教和政治等相关联的疑难，也开通了研究唐陵石雕刻艺术的大门。
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理解的强烈欲望，促使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经典的阅读和思考，涉猎的书籍越
来越广，有哲学、历史、古代陵寝制度、中医理论、书画理论等等，发现中国古典文化的不同领域竟然
有很多共通的理论基础。我先写了“天地氤氲 万物化醇— 乾陵石雕刻艺术”，接着写顺陵，那是武则
天为她的父母亲修建的陵墓。再往后又到蒲城写桥陵，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父亲唐睿宗的陵墓。唐陵石雕
刻艺术可查证的史料非常少，这个专题研究的难度还有历史文物的大规模毁坏和破坏。据王子云老师所
讲，五十年代已经有了系统性毁坏，许多唐陵石像生被砸烂后作为烧石灰的材料；文革期间更是被认为
是破四旧的实物，唐中宗李宪定陵的麒麟和石翁仲基本被全部砸毁。幸亏王子云先生四十年代考察时拍
摄了许多图片，那些雄浑厚重的石雕刻都是唐代雕刻的精品之作！即使到了21世纪唐陵石雕的毁坏也没
有杜绝。景陵的瑞兽近前开了一条炸山取石的便道，每日载重汽车和拖拉机轰鸣而过， 硬是把那样精
美的瑞兽从身体部分震裂成几块。我们在专著里将瑞兽三十年前后的图片都刊用，比对之下令人感慨万
端！那时候我先后到唐睿宗桥陵考察多次，住在农民的土炕上，晚上和他们聊天，白天带他们到北山玄
武门拍摄石狮子和鞍马的照片。村子里的农民盛传我是个阴阳，会掐算生辰八字和算命，竟然掐算出后
山有两尊蹲狮和六匹鞍马！类似的事情还出现在唐高祖李渊的献陵，我在朱雀门神道上考察两尊石虎，
几十年前王子云老师在不远处发掘出石犀牛，现在陈列在陕西碑林博物馆。我问农民东、西、北门还有
石老虎，农民说哪有什么老虎，他家后院只有石牛。我们立即去了他家后院，只见两头动物石雕刻的背
部和臀部露在外边，头部深嵌在泥土中，上面压着厨房烧火的柴草。我真是喜出望外，上前移开柴草、
扒掉泥土，两尊憨厚的石虎雕刻呼之欲出，那形象真是浑厚坚实，洋溢着初唐奋进激扬的精神风格！
学术研究来不得半点疏忽，中国皇帝陵墓雕刻研究更需要严谨的实地考察和对具体石雕刻作品的分析
和评论。中国书画有书论画论典籍，书法家画家有名有姓有据可查，但是雕塑理论典籍却很少，原因是
中国美术史上雕塑的地位远不如绘画和书法， 雕刻工匠更名上不了史册。严格来讲，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没有独立的雕塑家，只有为附属于建筑工程和宗教庙堂部分做装饰雕塑的工匠。参加唐代皇帝陵墓雕刻
工程的无疑是当代最优秀的工匠，但是却上不了史书，留不下姓名。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专著只能按照
艺术风格划分为初唐、盛唐和晚唐三个部分进行分析和评论。
为了相对准确地把握唐代皇陵雕刻艺术的精神和品格，我们考察了许多中国石窟艺术，先后考察了丝
绸之路重要的石窟，有天水麦积山、炳灵寺、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高昌故城、吐鲁番、直到新疆
喀什等地。我们还钻到法门寺地宫，近距离观看了地宫和刚刚发掘出来的佛指骨。我们也重点考察了西
汉霍去病墓石雕刻群、江苏南朝石刻、河南巩县宋代皇陵石雕刻、南京明代孝陵和北京十三陵，还有河
北易县清西陵和遵化清东陵。王子云老师教导我们的学术研究态度是要对具体的艺术作品要用心看，雕
刻要用手摸，对古代的艺术工程更要研究历史背景。他对西方艺术的研究建立于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对西
方艺术的深刻理解，更重要的是他的雕塑技艺和成就非凡，早在三十年代就被巴黎艺术界承认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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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法文的艺术词典中。他认为要入木三分地评论美术史中的课题，必须要有相当丰富和深入的艺术
实践，美术史论的难度在于理论的修炼和创作实践的深度体验能够完美结合。这些教诲对我们的研究
至关重要，以后我们也得到了美术史论家徐风、王崇人、刘汝礼、林树中、水天中等前辈的指点，在
唐代皇帝陵墓研究的历史文化背景、艺术风格和特点的形成及综合与断代等等课题， 反复研究对比，
从宏观的把握到具体的石像生分析鉴别， 最后写成了系列论文。最难忘的是我们向刘开渠老先生汇报
了对唐陵石雕刻研究的成果，不但得到他的称赞，他还鼓励我们将论文集成专著，出版后供学界深入
研究。他还题写了横竖两款书名“唐陵雕刻艺术精神”, 使我们深受鼓舞，坚定了对中国艺术研究的
信心。之后我们对每座皇帝陵墓都反复考察，每件作品都在不同角度拍摄了照片，写作论文时已经如
数家珍，一旦陷入某种痴迷状态，灵感不时涌出，笔下生辉，那些论文一篇篇完成。我和香港“美术
家”杂志总编黄蒙田先生探讨有关学术问题，并且得到他的认同和赞赏，他在好几期“美术家”杂志
上用了超过整本杂志一半的大量篇幅文图并茂连续发表了这些唐陵石雕刻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包括了
初唐建初陵（河北隆尧）、唐高祖献陵、唐太宗昭陵；盛唐时期唐高宗和武则天乾陵、武则天父母的
顺陵、唐睿宗桥陵、唐玄宗建陵，等等。
唐陵石雕刻研究成果还基于我的摄影技术，所有的照片都是在我自己创造的“暗室”里洗印出来。
因此我十分怀念两架七十年代的老牌照相机，一部是上海海鸥203，那是我在甘肃阿干镇煤矿下井挖
煤时用一个半月的工资买的。另一部是东方135相机，也是用煤矿的辛苦钱买的。我是老三届初中
生，1968年14岁到贫穷的乡村插队三年，1971年17岁抽调到煤矿下井挖煤，直到1978年初成为文革
后第一批大学生。在煤矿里有四件事值得回忆： 第一是本职工作每日挖煤18吨，几次冒顶（塌方）竟
然毫发未损！第二就是在文革的大环境下，下班后爱刷一些祝贺采煤生产的大标语，练就了一手漂亮
的板刷黑体字。以后偶然到甘肃日报社当工农兵通讯员， 跟着牟紫东先生为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写
了一套印刷体的长黑体字，被称为“牟体长黑”。至今我在中国看到无论是摩天大楼， 还是每天的新
闻联播，到处都有这套长黑体。第三是跟着浙江美院毕业的邓三智老师画画，开启了我的艺术生涯。
第四就是爱摄影，用采煤的血汗钱买了相机，又买了简易的印像盒、放大机、相纸、显影液、定影
液、黑白胶卷等等。我拍了很多矿井和人物照片，把宿舍窗户用毯子蒙住就成了暗室，半夜三更冲洗
照片不亦乐乎。摄影成为我的终生爱好。唐陵艺术研究得益于我比较娴熟的摄影冲印全套技术。我的
标准形象是背着两部照相机，骑着自行车在唐代皇帝陵园逐个考察。荒山野岭深沟大豁不是我骑车，
而是车骑我。我时常扛着自行车到人烟不到的山坡，寻找千百年前的石像生。当我在乾陵、桥陵找到
玄武门遗址时，果然看到了千年的残破石雕，巨大的蹲狮和鞍马残躯。最难忘的是在乾陵西面白虎
门，看到那尊通灵俊秀的石狮时的激动心情，那是一尊绝美的石雕!我经常沉醉在那种发现和升华的境
界，探赜索隐，无法自拔！那些唐代精美石雕刻都被拍摄记录，写入论文和论著。
虽然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唐陵石雕刻艺术的论文，我的内心总是不太踏实，美术史论研究不可避免
会掺入人的情感因素，但是长时间浸染在同一个主题和项目，缺乏世界范围异质文化的观照和比较，
就有可能不自觉地陷入狭窄的境界，这也是美术史论研究的大忌。
蓝色的海洋在招手，三十年前我来到了美国。在密苏里州立大学做了有关唐陵石雕刻艺术的讲座，更
被堪萨斯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东方艺术收藏所震惊。何惠鑑老先生还带我参观了六朝的两尊麒
麟石雕，那是多么难忘的经历！
我专程前往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探望日思夜想的飒露紫和拳毛騧。那两匹千百年前的骏马结
结实实地站立在眼前！昭陵六骏在中国美术史上都是浓重笔墨的上乘佳作，四块浮雕陈展在西安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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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两块石雕收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八十年代之前咨询很不发达，中美双方学界对唐
陵雕刻艺术研究的进展鲜有沟通。我能够亲眼观赏这两尊镇馆之宝，真是百感交集！两匹骏马都被雕成
三花马鬃，呈战争时期的束尾形状，马鞍、镫子、缰绳细部雕工精美，线条流畅。其中飒露紫和丘行宫
浮雕是唯一有人物造型的浮雕。查阅新、旧唐书都有《丘行宫传》，李世民为感念臣子的救命之恩专门
设立这尊浮雕。观赏之际，似乎可以听到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的刀光剑影，而精美绝伦的艺术制作
又能深刻体会到初唐时期艺术文化的繁荣气象。
我们的美术史研究不断向更宽广、更深入进展。在美术史教学和科研的同时，我们考察了很多美国的
艺术博物馆，包括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华盛顿史密松宁博物馆、堪萨斯纳尔逊﹒阿特金
斯博物馆、克利夫兰美术馆、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等等。我们也考察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
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悉尼新南威尔士博物馆。对世界美术史的系统考察和研究，在美国大学美术史论
教学中不断充实和思考，再回头整理中国唐代陵墓石雕刻在美术史的产生、发展和历史意义，客观地评
论中国古代艺术，最后完成了这部中国美术研究专著“唐陵雕刻艺术精神”。
“唐陵雕刻艺术精神”作者简介
孙焱 系主任，任教于Muskingum University
孙焱的教学包括本科绘画工作室和理论课程、研究生课程有西方及非西方美术史、东方艺术和美学，艺
术教育，以及东西方艺术比较研究。 海外学习导师，带学生去中国，欧洲、澳洲、等国家考察和学习。
殷泓 博士，任教于Muskingum University
殷泓的教学范围包括西方美术史、美术概论和平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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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蓝波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Professor Lampo Leong’s Creative Activities in 2018-2019:
In 2018-2019, Professor Lampo Leong took a leav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to be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octoral Advisor and Director of Centre for Arts and Design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He is now an Advisory Committee member for Guangzhou National Young Artists Training Program organized by National Painting Academy, Guangzhou
Painting Academy, and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He is also the Associate Director for
The Fine Arts and Design Education Development Allianc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uring 2018 and 2019, Leong has been invited for lectures at China
Academy of Art, Sichuan Academy of Fine Arts, Chongqing University, Southwest University,
and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Leong’s work has been selected for more than ten national/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n
2018-19, including: The First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niversity Art
Exhibition at the University City Art Museum of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Art Taipei
2018; Christie’s Autumn 2018 Auction: Chinese Contemporary Ink in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2018 Zhejiang City Biennial Art Exhibition • Poster Invitation Exhibition in Jiaxing; Art Central 2019 in Hong Kong; A L’Extérieur de La Tour D’ivoire 2019:
Exposition de L’Experience du design Et De L’Ecole De La Grande Bai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in Paris, France; Christie’s Spring 2019 Auction: Chinese Contemporary Ink in
Hong Kong; Look at the World from Another Angle: Aerial Photography at The Third Shenzhen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Exhibition in 2019; Art Asia 2019: Chinese Special Exhibition,
COEX, Seoul, South Korea; and The Thirteenth National Fine Arts Exhibition: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Overseas Art Exhibition at the University City Art Museum of the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fine arts exhibit organiz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Oct 12, 2018, Leong has organized a multimedia performance entitled Lightscape: A Synthesis of Video Animation and Da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Leong was the Artistic Director for the 1.5-hour show including 14 pieces of video animation and dance performance.
Leong collaborated with Yanjinzhi Gao, world renowned choreographer and Dance Director
of Beijing Modern Dance Company and many other choreographers, dancers and composers
from Beijing, Guangzhou, Shenzhen, Zhuhai, Macao and the United States. Two of the performances have won the prestigious A’Design Awards in Italy.

协会成员艺术活动 - 梁蓝波

梁蓝波教授2018-2019年研创成果：
2018至2019年，梁蓝波教授从美国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请假到澳门大学担任特聘教授、博士生
导师、艺术设计中心主任和曹光彪书院副院长。他目前还担任由中国国家画院、广州画院和广州
美术学院主办的“广州国家青苗画家培训计划”的课题组专家，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美术与设计
教育发展联盟”副理事长。他还应邀到中国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和广
州美术学院讲学，并在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 《协作与共赢——首届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艺术发展论
坛》作主旨演讲和担任澳门《创意•创业：粤港澳大湾区品牌设计论坛》主讲嘉宾。
梁教授的作品在2018至2019年获选十多个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大展：包括“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佳士得香港2018年秋拍“中国当代水墨”，中国浙江嘉兴“城市的肌肤：2018 浙江城市美术
双年展海报邀请展”，香港Art Central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法国巴黎“第三届塔外2019：粤港
澳大湾区设计实验与实践”，佳士得香港2019年春拍“中国当代水墨”，深圳“第三届深圳国际
摄影大展：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航拍/舷窗摄影展”，韩国汉城COEX“2019亚洲艺术博览会：中
国艺术特展”，以及中国文化旅游部、文联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港澳
台海外华人作品展”。
2018年10月12日，梁蓝波教授作为艺术总监和动画影像艺术家与北京现代舞团高艳津子、星海音
乐学院舞蹈学院等舞团和作曲家合作，在澳门大学举办了一场题为“光•域：一场动画影像与舞
蹈融合的视听盛宴”的多媒体演出。其中两个作品还获得了极负盛名的意大利“A’设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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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 ／ Catch Up” 2018 City of Oak Park 立为城市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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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竞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美国新泽西州蒙莫斯大学 (Monmouth University)

www.jingzhoustudio.net
奖项 (Award)：
2019 一等奖， 匈牙利布达佩斯CEEweb for Biodiversity组织的“Go Wild! Stay Cultured”国际自然
与文化摄影大赛 (First Place, Jury Prize Category, “Go Wild! Stay Cultured” International Nature and
Culture Photo Contest, CEEweb for Biodiversity, Budapest, Hungary)
收藏 (Collection)：
2019 公益招贴系列被加州洛杉矶政治图形研究中心收藏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Graphics
Los Angeles, California)
选拔展览 (Juried Exhibitions)：
2019 耶鲁大学合作艺术与媒体中心主办的IEEE GEM国际会议 (IEEE GEM—Games,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Arts and Media, Yale University)
2019

法国图卢兹Quai des Savoirs科学博物馆 (Quai des Savoirs Science Museum, Toulouse, France)

2018 法国巴黎”A Planet for Tomorrow”国际海报大赛展 (“A Planet for Tomorrow”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oster for Tomorrow, Pari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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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Forget Me (Photography)

Through the Aleph: A Glimpse of the World in Real Time (Net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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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al Poster Design)

协会成员艺术活动 - 李倩

李倩
Professor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由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艺术系教授李倩和独立策展人段君联合策划，“无问东西-中国当代艺术家美国巡展”在克
利夫兰州立大学和中田纳西州立大学进行展出。展览从2019年三月到同年九月结束。参展作品出自26位著名
中国艺术家包括：车建全，蔡广斌，陈淑霞，邓国源，宫林，郭工，姜竹青，刘庆和，刘文涛，刘旭光，林胜
煌，李勇政，马六明，邱黯雄，宋永红，邵译农，石磊，谭勋，王思顺，魏青吉，武艺，谢晓泽，杨心广，余
宣，郑连杰，周洲舟。
展览主题“无问东西”，表达了不必追究东西方的文化区别的理念，在东方和西方交往越来越密切的背景下，
我们应该更多地强调东西方的交流，通过交流去产生新的成果，而不是强调东方和西方的差异。
本次画展期间举行了多次社会团体、初中、高中和大学生的参观。来参加的学生对中国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克利夫兰的面对高中生的工作坊，学生们勇于动手，体验中国传统剪纸的魅力。在中田纳西大学开幕式举行
了音乐会。巡展很好的利用已有的资源，面对广大的美国中部观众，有效的扩大了展览的影响范围。

协会成员艺术活动 - 李倩

“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发展” - 第五届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艺术研讨会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
The Fifth Chinese-American Art Faculty Symposium
Agenda
Host:
Chinese-American Art Faculty Association,
The Center of Chinese Art at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New York Gallery of Chinese Art
November 2019
(names in alphabetical order)

Chief Consultants:

Lyusheng Chen, Margaret Lam, Daryl Joseph Moore, David Yen

Committee Chairs:
Zhiyuan Cong, Jiawei Gong, Josh Z. Yu

Committee Members:
Chung-Fan Chang, Wei Dong, Lian Duan, Yifei Gan, Zhimin Guan, Qian Li, Leah Lihua Wong， Yida
Wang, Nengqiang Yang，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 The Fifth Chinese-American Art Faculty Symposium”
will convene at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from November 21-23, 2019. The two-day conference will
include academic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exchanges as well as an art exhibition. The main participants
will be members of the Chinese-American Art Faculty Association. The members not only have Chinese
creative art and art education backgrounds but they have also earned advanced degrees in the US and
have teaching experience in art school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ross America. This conference will,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ideas about art, share art education teaching experiences
and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The conference activities
will improve American and Chinese art education quality resulting in deep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arts.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rt at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will provide food and accommodation in New
Jersey from November 21 – November 23. Participating members will pay out their own pockets if they
want to come early or stay late. The Center can help make reservations.

Symposium Agenda:
Thursday, November 21, 2019
2:00 pm, registration, hotel check-in
5:00 pm, welcome dinner
6:30 – 8:30 pm,
Greetings and introductions: My art and my artistic achievement (5 minutes each)

Host: Prof. Josh Z. Yu
Introduction, main achievements, views on art,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personal artwork
Location: Power Art Center #143
1. Friday, November 22, 2019
1) 9:00 am – 12:00 noon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seminar
Host: Prof. Josh Z. Yu
Topic-specific talks, conference discussion
Location: Hobart Hall Martini Conference Room,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2) 12:30 – 1:30 pm, lunch
3) 2:00 – 4:30pm, Discuss American-college ar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periences
(5 minutes each, select 10 student works)
Host: Prof. Zhiyuan Cong
Location: Ballroom A&B, Speert Hall, WPUNJ
4) 6:00 pm Celebration banquet
5) 8:30 pm – 10:00 pm Chinese-American Art Faculty Association organizational
meeting (The fourth executive committee’s end of term election)
Host: Prof. Jiawei Gong
Location: Power Art Center #143
2. Saturday, November 23, 2019
1) 8:30 am, free time, visiting exhibitions in New York City
2) 3:00 – 6:00 pm, “Infinite Extension: Chinese-American Women Artists Digital
Media and Installation Art Exhibition” opening reception
Artists: (names in alphabetical order)
Snow Yunxue Fu, Xia Gao, Guoqing Heaton, Qian Li, Qin Liu, Ying Tan, Yida Wang,
Leah Lihua Wong,

Opening Host: Prof. Zhiyuan Cong
Panel Discussion Host: Prof. He Zhan
Location: 91a Allen Street, NY, NY 10002

“Infinite Extension: Chinese-American Women Artists Digital Media and Installation Art Exhibition” is scheduled from November 23, 2019 to January 10, 2020 at the New York Gallery of
Chinese Art. This exhibition will focus on digital media and installation arts by Chinese-American women artists. These artists’ attention to life, love, humanity and other varieties of human
nature is related to their unique identity and sensitivity. The knowledge, poetic and narrative
expression in their artwork provides viewers an enriched experience and visual engagement,
and their work also shows their creative explorations. In the meantime, through the exhibition,
viewers will be able to have close interaction with the artwork and to have deeper understanding the artists’ creative thinking, processes, and their teaching specialties and achievements in
arts.

3) Opening Reception Banquet
3. Sunday, November 24, 2019
Hotel check-out, good-bye to everyone

第五届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当代艺术研讨会会议议程
主办：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中国艺术中心，纽约中国艺术馆
2019.11
总顾问：（所有名字以字母顺序排列）
陈履生、林洁辉、戴若.摩尔、严欣铠

组委会主席:
丛志远、龚嘉伟、余震谷
组委会成员：
董伟、段炼、甘一飞、关志民、李倩、王丽华、汪伊达、杨能强、张宗帆
“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发展: 第五届全美华人美术教授艺术”研讨会将于11月21日至23日在威廉帕特
森大学召开。这两天的会议包栝学术交流，教学经验交流和艺术展览。参加会议的主要对象为全
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成员。他们既有在中国艺术创作和艺术教学的背景，又有美国艺术教育的学
历和大学教学经验。该研讨会将通过交流东西方艺术的学术体会；介绍东西方艺术的教学经验；
讨论当下跨文化语境下艺术发展等活动提高美中艺术教育水平，推动东西方艺术之间更频繁的交
流和更深刻的理解。
威廉帕特森大学中国艺术中心将为与会者提供11月21日至11月23日在新泽西的食宿。与会者提前
或延长在新泽西住宿，费用自理， 该中心可协助预留宾馆。
会议议程：
I．Thursday, November 21, 2019
1)
2:00pm 注册，登记旅馆
2)
5:00pm 晚餐
3)
6:30pm-8:30pm
交流介绍会：我的艺术和艺术成就（每人5分钟）
主持：余震谷教授
介绍个人简历和主要成就，艺术主张，教学哲学以及个人作品和学生作品。
地点：帕瓦艺术中心＃143
II． Friday, November 22, 2019
1）
9:00am-12:00noon
“当代语境下的艺术发展走向：第五届全美华人美术教授艺术”研讨会
主持：余震谷教授
专题发言：
和大会讨论
地址： 威廉帕特森大学传媒系会议礼堂
Hobart Hall Martini Conference Room,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2）12:30-1:30 Lunch
3）2:00pm – 4:30pm美国高校艺术教学经验谈

（每人5分钟，精选本校学生10张作品）
主持：丛志远教授
地点：Ballroom A&B，Speert Hall, WPUNJ
4）6:00pm 庆祝晚宴
5）8:30pm-10:00pm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会务会议（第四任执行委员会换届选举）
主持：龚嘉伟教授
地址：帕瓦艺术中心＃143
III．Saturday, November 23, 2013
1) 8:30am-自由活动 参观纽约展览
2）3:00-6:00 pm《无限的延伸：华裔女艺术家装置与数码艺术展》开幕式
参展艺术家：（所有名字以字母顺序排列）
傅韵雪、韩沁、高霞、李倩、刘勤、王丽华、汪伊达、张国清
开幕式主持：丛志远教授
展览学术主持：张禾教授

地点：纽约中国艺术馆, 91a Allen Street, NY, NY 10002
“无限的延伸：女艺术家装置与数码艺术展” 计划于2019年11月23日至2020年1月10日在纽约中国艺术馆展
出。本次展览将集中展示美国华人教授女性艺术家装置与新媒体作品，她们以特殊的身份和敏感，更关注人
性，生命，神秘，爱情，和人情百态。她们的作品所表现的知性，文学和诗意，视觉和谐与亲近都为人们提供
了丰富的参照，展示了她们对艺术创作的探索。同时观众们可以通过展览和她们近距离互动，深入学习和了解
她们的创作思维、过程以及她们的教学特色与成果。

IV．Sunday, November 24, 2013

上午离开宾馆，彼此告别。

Call for entries: August 16, 2019
Submission deadline: Oct. 20, 2019

ENTRY FORM
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发展：第五届全美华人美术教授艺术研讨会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
The Fifth Chinese-American Art Faculty Symposium
November 21-23, 2019

Organizers： Chinese-American Art Faculty Association；The Center for Chinese Art at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New York Gallery of Chinese Art
(PLEASE PRINT OR TYPE)

ARTIST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el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GISTRAT FOR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 The Fifth Chinese-Amer-

ican Art Faculty Symposium” FROM NOVEMBER 21 TO 23, 2019 IN NEW JERSEY WITH THE FOLLOWING REQURIMENTS.
Checklist:

Please be sure you have completed and included all of the following with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by
October 20, 2019
____1. Entry Form
____2. $30 registration fee (Check pay to Chinese – American Art Faculty Association)
____3. Artist Bio (do not over 300 words)
___ 4. A proposal for Symposium (200-word abstract of the panel topic, including title.)
A. Introduction：My art and my artistic achievement (500-word abstract, including title.)
B. Please chose one of the topics or both (300-word abstract, including title for each.)
a）“My Opin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
b) “My Classroom and My Student Wor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date

More information，please call CCART,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at 973 720 2799, or look at web
www.wpunj.edu/ccart. Please return the form to ccart@wpunj.edu .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会员申请表
English
中文
Name/姓名
Affiliation University/任
职大学
College/School/学院
Department/系
Major(Area of
Concentration)/专
业，领域
Title(Position)/职称
Terminal Degree/学位
Mailing Address/ 通信
地址
Preferred Contact
Phone #/首选联系电话
Email Address/邮箱地
址
Website/网址
WeChat #/微信号
入会介绍人
+访问学者请添加：国
内院校名称
+在美访学时间
敬请附加您的电子版简历一份（不超过 3 页）
请您把填好的表格和简历 email 到：
weidong@wisc.edu （2018-2020年）

Note/备注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章程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章程
2017年6月修订
宗旨：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是服务于美洲华人高等美术教育界的一个非盈利的专业学术组织。协会将通过举办艺术展
览，课程示范，学术交流，艺术访问，以及专题研讨会等多种活动，为成员提供分享艺术创作和艺术教学经验的
平台；促进中美高等艺术教育的交流；深化比较艺术和比较艺术教育学科的研究；维护华人美术教授在全美的正
当权益；架设沟通中西文化艺术和艺术教育的桥梁，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理解。
组织结构
协会成员:
· 所有北美高校现任或曾任美术教学与美术研究教职的华人（包含全职、兼职、退休、现任访问学者、客
座教授）都是本协会的服务对象，都自动具备成员资格（主动声明不参与本协会的人员除外）。 具有特
殊艺术成就的北美华人艺术家可申请成为荣誉会员。
·

每个会员都具有参与协会内部事务的讨论、执行委员会的遴选，和向协会建议活动项目与计划平等资格
和权利，同时也有遵守章程和服务协会的义务。

·

每个成员可以申请协会支持其个展和有关学术活动，协会将根据自身的条件从组织上、学术上、宣传上
（网页，媒体，通讯）、人力上和资金上给予协助。协会不参与或支持任何带有商业目的的展览和艺术
活动。

协会董事会:
· 董事会的职责是监督，指导和协助执行委员会有效的执行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的宗旨；从体制，财务
和组织上保证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正常运作和发展；在执行委员换届和选举的阶段保证平稳的交接和
过渡。
·

董事会成员共7人，设主席，董事会每届为3年，可以连选连任。董事会成员由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执
行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发展委员会以及会员代表联合推荐，协商和选举产生的。由协会成员董事4人，
协会特聘学术董事1人，筹款和财务董事2人组成 。（协会董事成员名额分配为：原执行委员会1人，顾
问委员会1人，发展委员会1人，新任执行委员会主席1人。） 任届期间董事会成员不能履行职责者，需
要除名或增补，由董事会大会投票执行和产生。

·

董事主席由董事会成员推选， 执行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发展委员会投票的相对多数通过产生。董事会
主席负责主持召开董事会和日常董事会事务。

执行委员会：
· 执行委员会是协会运行的行政管理机构, 执行委会由五名成员组成。执行委员会委员包栝主席, 副主席兼
组织执行, 宣传发展, 学术活动, 行政与财务。
·

执委会换届选举程序: 执行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必须是本协会会员，候选人必须有五名以上会员提名，报备
执行委员会资格审查，由参与选举投票的相对多数会员同意, 方可入选。现任执委会负责候选人资格审查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章程

并组织选举。委员任期两年, 连任不超过一届。
·

执委会连任程序：现任执委会有意连任，需在第一届任满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交申
请，由董事会同意批准后连任一届（两年）。如果董事会否决了执委会的连任申请，由董事会推
荐下届执委会委员人选，由现任执委会组织安排选举。

·

执行委员会主席必须是新任执行委员会候选人，现任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名, 全体成员集体投票
的相对多数选举产生。协会主席负责主持协会日常工作, 对协会的方针和政策决定没有特权, 与其
他执行委员会成员享受平等投票权利。协会的重大决定必须广泛征求协会成员意见后, 由执行委
员会投票的多数票决定，并报董事会批准。执行委员会主席为当然董事会成员。

·

执委会的职责包括拟定和修改协会章程, 制定和执行活动计划, 筹措和申请基金, 组织和网络运行,
邀请和提名顾问委员会, 创建新的工作委员会, 协助完成选举下届执行委员会。

·

执行委员会必须对董事会和协会大会提供年终报告, 项目执行报告和财务预算报告。对于使用董
事会下拨基金和协会筹募的基金, 本届委员会换届时的结余的部分, 必须全部移交给董事会作为协
会专业活动使用。任何个人不得占有和挪作他用。

顾问委员会：
· 顾问委员会是一个最高荣誉组织。只有 在各个领域饿，特别是艺术和艺术教育领域享有盛誉
和权威人士以及前任执委会成员和为协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才有资格成为会员。
·

顾问委员会设主任1名，前任执委会成员选举担任。委员会成员名额要严格控制，但没有具体
限制，由执行委员会聘任，报备董事会。特聘顾问任期和本届执行委员会相同，届满后可以
由下届执委会续聘连任。前任执委会成员到期离任。

·

顾问委员会的职责对执行委员会：提供协会方针，策略指导，监督和审查协会计划和报告，
协助筹措基金，帮助制定协会计划及日常运行管理。

·

顾问委员会的职责对董事会：监督和审查董事会财务，组织制度选举和政策制定与执行。

发展委员会：
· 发展委员会是协会的中坚力量和后备领导队伍。由执行委员会根据具体工作和项目负责组
建，批准和管理。发展委员 向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发展委员会可根据需要设主任1名，成员
在3-7名，任期和执行委员会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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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ommittee (2014-2017)
Consisting of five members, including the Chair, this committee is the regular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conducting business on behalf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ts promotion, development, and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nd also overseeing financial process.
·
·
·
·
·

Zhiyuan Cong, Chair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Chung-Fan Chang, Treasurer/Administration Affairs
Lian Duan, Public Relations Affairs/Newsletter Executive Editor
Jiawei Gong, Secretary General/Network Executive Editor
Zhimin Guan, Academic Affairs

Advisory Board （2014-2017）
The Association will normally establish an advisory board to provide strategic oversight and direction.
Honorary Chairs：Margaret Lam and David Yen
Executive Chairs: Ying Tan and Yida Wang
·
·
·
·
·
·
·
·
·
·
·
·

Chen Lusheng, Vic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Xiaohui Che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Homnicen Group of Guizhou
陈晓辉，贵州宏立城集团常务副总裁
Feng Jianqin, Chairman of China Artists Association Lacquer Painting Art Council, former President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
Margaret Lam
冯健亲，中国漆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前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Gongkai Pan, the 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of China.
潘公凯，前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Laurel Reuter, the founding director and chief curator of the North Dakota Museum of Art.
劳蕊 茹特，北达科塔艺术博物馆创建馆长
Margaret Lam, President of New Jersey Chinese Federation
林洁辉，新泽西华人联合总会会长
Xiaoying Wu, President, Chinese Culture Foundation, USA
武晓英，中华文化基金会主席
Ying Tan, Professor of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谭莹，俄勒冈大学副教授
Howard Tran, Professor of Art at Lycoming College
陈伟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莱卡明大学教授
Lawrence Tzuchi Yun, Professor of Art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CA
恽子奇， 美国加利福尼亚富乐顿州立大学教授
Yida Wang, Professor Emeritus，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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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汪伊达， 美国夏威夷大学艺术系荣誉教授
David Yen，Vice President，JPMorgan Chase Bank, N.A.
严欣鎧，新州中国日副主席，前美国大通银行副总裁
Xiaoyang Yang, President,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Painting
杨晓阳，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Xin Xu, President, Culture Communication Center of Guiyang Confucius Academy
徐䜣，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董事长
Xueli Zhang，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the Guizhou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张学立，贵州民族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Chinese American Art Faculty Association Board（2018.01 – 2020.12）
全美华人美术教授协会董事会
Chairman of the Board董事会主席：
ZhiyuanCong丛志远
Board of Directors董事会董事:
· Zhiyuan Cong, Professor and Director, Center for Chinese Art at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丛志远, 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教授, 中国艺术中心主任
· Lyusheng Chen, Vic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 Yifei Gan, Professor, Howard Community College
甘一飞,美国豪尔德学院艺术系教授
· Margaret Lam, President of New Jersey Chinese Federation
林洁辉，新泽西华人联合总会会长
· Yida Wang, Professor Emeritus，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汪伊达， 美国夏威夷大学艺术系荣誉教授
· David Yen，Vice President，JPMorgan Chase Bank, N.A.
严欣鎧，新州中国日副主席，前美国大通银行副总裁
· Josh Z Yu, Professor,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SCAD)
余震谷，美国萨凡那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Advisory Board （2018-2019）
The Association will normally establish an advisory board to provide strategic oversight and direction.
Executive Chairs 顾问委员会主任
Jiawei Gong龚嘉伟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顾问委员会成员
Chung-Fan Chang , Assistant Professor, Stockton University, Galloway, NJ.
张宗帆，助理教授，美国纽泽西州斯托克顿大学美术系
Lyusheng Chen, former Vic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Xiaohui Che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Homnicen Group of Guizhou
陈晓辉，贵州宏立城集团常务副总裁
Lian Duan, Senior Lecturer and Coordinator, Modern Chinese Program, Concordia University
段炼，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高级讲师及中文项目负责人
Jiawei Gong, Associate Professor, Taxas Tech University
龚嘉伟，副教授、德克达斯理工大学
Zhimin Guan, Professor,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关志民，教授、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莫尔亥德校园
Jianqin Feng, Chairman of China Artists Association Lacquer Painting Art Council, Former
President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
冯健亲，中国漆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前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Gongkai Pan,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of China.
潘公凯，前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Laurel Reuter, the founding director and chief curator of the North Dakota Museum of Art
劳蕊 茹特，北达科塔艺术博物馆创建馆长
Xiaoyang Yang, former President,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Painting
杨晓阳，前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Xin Xu, President, Culture Communication Center of Guiyang Confucius Academy
徐䜣，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董事长
Xueli Zhang，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Guizhou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张学立，贵州民族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Executive Committee (2018-2019)
Consisting of five members, including the Chair, this committee is the regular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conducting business on behalf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ts promotion, development, and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nd also overseeing financial process
Josh zhengu Yu, Executive Committee Chair, Professor,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Wei Dong, Executive Committee Vice Chair,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
Qian Li, Professor,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Leah Lihua Wong, Lecture，Columbu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in Columbus
Nengqiang Yang,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at Western Oregon University

通
讯

全美华人
美术教授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