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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院共有七位健在

的抗战时期及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获得了

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们是阿老

（2015年9月7日逝世）、杨少先、潘道炎、陈

寒、李尊贤、白振欧、周琴。此外，今年7月刚

刚去世的李文瑞同志也获得了纪念章。阿老、杨

少先、潘道炎三位老同志已年逾90，陈寒同志也

已89岁高龄。

8月27日至9月1日，院长鲁晓波、党委书记

李功强、副书记邹欣及离退休办公室主任吴国平

等同志先后看望并慰问了几位抗战老同志，并为

他们送去了纪念章。（因潘道炎同志在ICU病房

无法看望）。院领导对这些老同志为抗战胜利、

为党和国家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嘱咐这些

耄耋老人要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收到这枚

纪念章的老同志们心情十分激动，并为自己在保

卫祖国，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能够贡献一

份力量感到由衷的自豪。（美院离退休办公室）

为他们而荣 学院八位老同志
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70周年纪念章”

雕塑系三位教授校园雕塑作品在中央党校校园落成

9月2日上午，中央党校校园雕塑揭幕仪式在中央党校广场隆

重举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

院长鲁晓波、党委书记李功强、院长助理杨冬江、雕塑作者：学

院副院长、雕塑系曾成钢教授，雕塑系李象群教授，王洪亮教授

以及捐助企业代表等相关领导出席了揭幕仪式。

党校雕塑规划的总体定位是以文化建设彰显思想建设，用

具象的雕塑凝聚中国特色和时代经典。规划方案由“一轴”“两

带”“一水系”组成。其中，“一轴”“两带”区域内的雕塑以

人物为主，“一水系”区域内的雕塑由荷、松、竹等抽象形象为

主。从2014年9月至今，项目一期落成雕塑有：《战友》——马

克思与恩格斯雕像，作者曾成钢；《我们的老校长》——毛泽东

像，作者李象群；《焦裕禄像》，作者王洪亮。

雕塑整体布局严谨、分区明确、质朴庄重，很好地与党校校

园环境相呼应，做到了“绿中有红”“又绿又红”，充分显示出

了党校环境独特的文化内涵，对提升党校校园环境品质、营造美

好的文化氛围，丰富和完善党校的空间功能，彰显党校的文化特

色，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意义。

(雕塑系) 

用视觉化语言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视觉传达设计系师生作品

2015年9月，由视觉传达系师生合作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海报设计”作品正式发

布。共有12幅作品入选。2014年9月5日，由

中宣部发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海报设

计”项目在学院正式启动，由视觉传达设计系

师生合作进行设计。13名研究生、30名本科

生在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赵健、党支部书记陈

磊、教师原博、陈楠、周岳、顾欣的带领下分

组进行了创作。期间数次召开方案讨论会，不

断修改完善。

2015年2月1日，清华美院正式向中宣部

提交66件设计方案，其中12件被采纳。整个项

目历时4个多月，经历了10次以上总体方案讨

论，多次小组讨论与个人方案修改，每个小组

在创作中始终充满热情，既要做到清楚地阐明

含义，又要方便大众的阅读与理解，最终较为

完整地完成了各自的设计任务，用视觉化语言

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视觉传达设计系）

绘画系郑艺荣获
“第四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郑艺，生于1961年，哈尔滨市人。绘画系主任，

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美协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协民族艺

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北京市“四个一

批”人才。 

多年来，郑艺教授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坚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勤奋耕耘，佳作

频出，影响广泛。“立艺先要立德，人品决定艺品。

只有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向实践学

习，拜人民为师，艺术成就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认

可、赢得广泛社会赞誉。只有坚持把思想道德修养作

为立身和创作之本，在不断提高作品艺术水平的同

时，始终如一地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和思想品格，才

会形成人品与艺品共进、人格和艺术魅力俱佳的德艺

双馨，才能产生真正的传世佳作和名家大师”。

雕塑系李象群荣获
“第六届北京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李象群，生于1961年，黑龙江人。全国政协委员、教授、博士

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深圳分院顾问专家；上海徐

悲鸿美术学院教授；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统战部信息联

络员；北京市广电局行风监督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雕塑

家学会常务理事；英国皇家雕塑协会会员；798艺术区艺术委员会委

员(2005年至今)；北京市奥林匹克博物馆艺术委员会主任；0工场艺

术中心艺术总监；鲁迅美术学院副院长。

“要创造出更丰富的文化作品，就要用特色教育来培养优秀的

艺术人才，这是传承中国艺术文化的责任与担当”。学校要看清自

身的特色、倾听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回到母校鲁迅美术学院任职

后，我更加意识到，‘特色’二字，不仅是艺术发展的灵魂，也是

成就一流艺术教育的基础。各高校依托地域、人文等环境，办出特

色，才能让艺术文化在这个时代更好地传承下来”。“要创造出更

丰富的文化作品，就要用特色教育来培养优秀的艺术人才，这是传

承中国艺术文化的责任与担当”。

《我们的老校长》—毛泽东像作者李象群 《战友》—马克思与恩格斯雕像，作者曾成钢

《焦裕禄像》作者王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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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消息

9月26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

“丝绸之路传统壁画艺术研讨会”、《中国壁画》

丛书首发式在新疆龟兹举行。学院绘画系教授郗海

飞主编的《中国壁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卷）作

为丛书的组成部分在本次会议上首发。

《中国壁画》丛书是壁画艺委会与江苏美术

出版社合作的一个中国当代壁画研究文献，是一项

系统工程，从策划到编撰历时三年多。《中国壁

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卷，由郗海飞主编，历时近

三年。全书约15万字，图片500余幅，全书分为文

论、代表作品、教学理念研究三部分，对1956年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壁画专业以来直至今天的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壁画与公共艺术专业58年间的教学

与发展历史，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了梳理与总

结。书中收录了包括张光宇、张仃、祝大年、吴冠

中、常沙娜、袁运甫、杜大恺等老一辈著名艺术家

以及后辈学子们的文论与作品，既有对壁画发展历

史的回顾与总结，也有对未来壁画与公共艺术发展

新的思考与探索，是一本关于中国现当代壁画发展

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绘画系）

近期动态

近期
动态

天行意动·首届中国国
际动态雕塑展隆重开幕

9月21日上午，“天行意动·首届中国国际动

态雕塑展”在学院美术馆开幕。院长鲁晓波，中国

雕塑学会会长、副院长、展览总策划曾成钢，副院

长苏丹，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展览学术主持孙振

华，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少军，中国雕塑学

会副会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杨剑平，中国

雕塑学会副会长、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殷

小烽，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

主任龙翔、意大利建筑师ITALO· ROTA等嘉宾

以及参展艺术家及师生近60人出席开幕式。

展览旨在展示各学院和艺术家在动态雕塑领

域探索的丰硕成果，向公众普及动态雕塑概念。通

过研讨增进不同学科和各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相互借鉴成功经验，系统梳理和讨论遇到的问

题。携手各位艺术家同仁，共同推进中国的动态雕

塑艺术向前发展。展览展出33件优秀国内外动态雕

塑实物作品及近40部精彩的动态雕塑作品视频，引

起嘉宾及观众的极大兴趣。

当天下午，以“中国动态雕塑的背景、教学

与实践”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学院报告厅举行，

孙振华博士担任学术主持。研讨会邀请国际动态组

织中国区负责人粟多壮、清华大学机械学院赵景

山、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师丹青、雕塑系陈辉、鲁

迅美院雕塑系青年雕塑家汤杰、西南交大艺术学院

邓乐、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罗小平针就中国动

态雕塑的学科状态、教学情况及创作现状分别做演

讲，同时有九名专家学者参与评议。(雕塑系）

艺术史论系等共同举办中日工艺美术史论研究交流会

9月21日，由艺术史论系、世界艺术史研

究所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大学院美术研究科艺

术学专攻工艺史研究室共同发起的中日工艺美

术史论研究交流会举行。东京艺术大学工艺史

研究室副教授片山真备，艺术史论系教授、世

界艺术史研究所所长张夫也，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艺术史论系教授尚刚，艺术史论系系主任

陈岸瑛、副主任陈彦姝、工艺美术系副主任关

东海等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采取两校研究生进行本人研究报告演

讲、观众提问、讨论交流和专家点评相结合的方

式。在会议上演讲的学生有东京艺术大学的博士

生林佳美，硕士生铃木爱乃、菅泽娑娃卡、玉井

绫、田渊可菜，学院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方向的

博士生张燕芬、硕士生高宗帅以及外国工艺美术

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董智斌、刘朔，硕士生徐笑

晗。报告结束后，两校同学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学术氛围浓厚。

（艺术史论系）

学术活动

“线的艺术——孙玉敏
现代中国画展”在东京
文化中心开幕

7月27日至8月1日，应文化部东京中国文

化中心，国家旅游局日本代表处邀请，由中

国美术家协会、学院等联合主办的“线的艺

术——孙玉敏作品展”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开

展，这是继孙玉敏教授在法国、意大利之后在

国外举办的又一次个人展览。

7月27日开幕式当天，日本国参议院议

员，民主党最高顾问，参议院前议长江田五

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陈铮，众议院

议员二阶俊博代表伊藤忠彦，日本国土交通省

观光庁审议官虾名邦晴，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白

西绅一郎等各界人士前来祝贺。此次孙玉敏教

授携带自己历年来精心创作的50余幅作品前来

参展，并于7月30日下午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

与我院雕塑系王洪亮教授共同举办“雕塑的光

与线”的专题讲座。                        （绘画系）

学术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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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学院与金泽美术工艺大学交流展

“流动的传统”
 张宝华丝巾艺术展

9月7日至11日，第34届弘益纤维艺术展

在韩国首尔HoMA艺术博物馆举行，来自韩

国、中国、日本、美国等国的94位艺术家参

加本次展览。展览特别邀请了“从洛桑到北

京”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策展人、学院教授

林乐成做开幕致辞，并于9月7日下午在弘益

大学举行专题演讲。林乐成教授以“编织连

结世界”为题，因“编织”常与“理想、希

望、未来”等词汇结合，寓意美好，而“从

洛桑到北京”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正是在

“编织”纤维艺术的精神家园、美好未来，

进而将展览15年来的发展历程、获奖作品、

国际评审团队等娓娓道来。韩国弘益纤维造

型协会会员、弘益大学纤维造型系师生百余

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工艺美术系)

工艺美术系林乐成教授
应邀出席韩国
第34届弘益纤维艺术展

8月20日，“第二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与金泽美术工艺大学教师作品展”在著名的日本21世纪美

术馆开幕，此次的展览主题为“研·创·传”。日本金泽市长山野之义、金泽美术工艺大学前田昌彦

校长及该校绘画、雕塑、史论领域著名教授、学院院长鲁晓波、绘画系主任郑艺、艺术史论系主任陈

岸瑛、雕塑系副主任李鹤，以及学院教师代表张夫也、李象群、魏二强等师生16人出席了开幕式。

此次展览的作品以两校教师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以及史论著作为主，共展出61件作品，我院共计

36名专业教师参展。展览展现了两校的高水平作品，通过交流，相互了解了中日两国的艺术教学及艺

术创作的异同。通过艺术表现、研究视点的多样性探索，深入增进了两校及中日两国的艺术沟通。                    

（陶瓷系）

绘画系郗海飞主编的
《中国壁画》（清华美
院卷）丛书首发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理论与方法”
项目年度总结暨结题研讨会在学院召开

由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敦煌研究院联合承担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 

划）“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理论与方法”项目年度总结暨结题研讨会于8月27至28日在学院召开。

项目首席专家、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项目特邀专家李德仁院士，贾云得教授，林宗坚教授，潘志庚

教授，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学院院长鲁晓波，信息艺术设计系主任徐迎庆，清华大学科研院重大

项目处副主任华琳，学院科研办主任董素学以及项目组的专家学者们共计50余人出席了会议。

鲁晓波教授、徐迎庆教授分别承担了973项目“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两个课题

（共六个子课题）《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验证与典型示范》和《雕塑、壁画类文化遗产的虚拟修复》

的研究工作，带领其团队与敦煌研究院、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专家合作，对敦煌的数字化保护进行

基于艺术规律的科学数据验证和推理，以及基于科学原理的艺术表现与演绎。这是学院交叉学科建设

和研究的一次重要实践，也是设计学科团队首次承担973课题，前后共有10余名教师和20余名研究生

参与了课题的研究工作。                                                                                             (信息艺术设计系)行走的暑假
座便器重生！工业设计系学生脑洞大开的暑期实践

工艺美术系金属艺术专业云南行

暑期小学期，工业设计系产品专业（美38班）与展

示专业（美39班）的三十多位同学在马赛、刘强、石海

东三位老师带领下赴广东佛山实践。佛山是著名的陶瓷

城，同学们先后参观了恒洁卫浴陶瓷厂、 凯乐德卫浴公

司、天健五金公司及深圳艺展中心。实践的workshop

期间，同学们以“重生”为主题，通过视频表现、定格

动画、雕塑、装置艺术等展开了综合设计。大家积极

动手，充分利用恒洁的现有原材料和废弃的产品材料金

属，陶瓷，木材，塑料等。通过艺术化，功能化设计，

将恒洁的基本元素在低碳环保的概念下进行了再设计再

创作，使废品成为了新的艺术作品和产品。

（工业设计系）

“主动设计·主动办
刊”《装饰》杂志举
行“特别策划”栏目
刊行百期座谈会

8月18日，《装饰》杂志“特别策划”栏

目刊行百期座谈会举行。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

峰、中国期刊协会原会长张伯海、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报刊司副司长农涛、教育部社科司

副司长徐艳国、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原副主任

王明旨、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张佐、文科

处处长苏竣、院长鲁晓波，副院长张敢、马

赛、曾担任过《装饰》杂志前任主编的本刊顾

问陶如让，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助理、中国国际

设计博物馆馆长杭间，艺术史论系张夫也教

授；现任本刊编委的柳冠中教授、尚刚教授、

李当岐教授、包林教授、蔡军教授以及来自兄

弟刊物的代表《艺术设计研究》常务副主编陈

芳，《美术观察》编辑祝帅，《照明设计》主

编、中央美术学院何崴、以及优秀作者代表、

视觉传达设计师等校内外嘉宾参加了座谈会。

与会者纷纷发言，肯定了《装饰》杂志

《特别策划》栏目所取得的成绩。许多嘉宾认

为，《装饰》数年来坚持以每期推出选题的方

式突出一本杂志的主张，不仅是保证杂志质量

非常重要的举措，而且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

响。《特别策划》栏目这些年来对中国设计问

题持续而深入关注，这些问题不仅是《装饰》

也不仅是设计界的，而是涉及到了中国人对装

饰、对生活、对社会的整体系统性的看法，因

此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是设计界一笔宝贵的

财富。

（《装饰》杂志编辑部）

工艺美术系金属艺术专业（美313班）在周尚仪、

王晓昕两位老师带领下赴云南考察学习。师生一行先后

拜访了鹤庆县草海镇新华村的寸发标大师、汪旺老师、

段氏父子、王氏兄弟的家宅和工作室，观摩了母屯（铁

匠村）铁匠大师苏八三师傅的工作室。除了听闻长辈们

循循教导，也观摩了很多有关铁器、银器、铜器的制作

技法，在寸发标大师的工作室实践锻造工艺，并与同组

同学自主走访、了解了当地银器和首饰市场现状，获益

匪浅。

师生一行途经大理，抵达昆明，在昆明的斑铜厂欣

赏了大量精美的斑铜作品，在金永才大师的引导下，深

入了解当地传统工艺“乌铜走银”的制作方式及效果。

最后，参观了昆明博物馆，在历史的长河中更加整体、

深入地体会了云南这片福泽之地的发展。有同学表示：

不知道他人对传统金属工艺的理解是什么，但首先必备

的是一颗匠心。 9月21日，流动的传统──张宝华丝巾艺术

展”在2015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之旅活动的核心

会场北服创新园一层时尚展览厅开幕。北京国际

设计周组委会副主任曾辉、北京服装学院刘元风

院长、学院副院长马赛等出席开幕式。

这是张宝华首次面向公众展示其40幅设计成

品、8幅原作手稿、8个展台的设计全过程。首次

通过层叠的玻璃介质，向观展嘉宾剖析一条“完

美丝巾”的艺术创意与设计印制全过程——严谨

的17道工序，汇集了众多精美绝妙的工艺和创

意。首先是手绘稿设计阶段，从主题概念构思、

查阅资料与实地采风，到确定设计素材、手工绘

制图案原大初稿，都充满了设计师对丝巾创意的

诚意之心；接下来每一步工艺生产也需一丝不

苟，根据生产工艺确定颜色套数、拷贝正稿后手

工绘制，完成后将色标转为潘东色号再进行3-5

种不同的色调配色；最后将手稿进行原大扫描转

成电子版，进入分色制版与打样阶段。在丝巾批

量制作阶段，拥有十多年经验的工坊老师将会逐

条对丝巾进行手工卷边缝制，以苛求其作为“艺

术品”的价值所在。张宝华所打造的每一条丝

巾，通过层

层关卡，从

设计到制作

需 花 费 3 至

12个月左右

时间才得以

诞生。

（染织

服装艺术设

计系）

雕塑系董书兵大型竹子
装置雕塑“融”收藏仪
式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国
际机场举行

“新生万象——张夫也
艺术作品全国巡回展
（北京展）”开幕

德国当地时间2015年9月4日18时，由雕塑系

董书兵创作的大型装置雕塑 “融”收藏仪式，在

杜塞尔多夫市国际机场举行揭幕仪式。德国杜塞

尔多夫市市长盖斯、德国北威州文化部部长、中

国驻德大使施明德、中国驻德杜塞尔多夫市总领

事冯海洋、学院院长鲁晓波应邀参加了开幕仪式

并发表了讲话。

作品“融”整体上使用中国“竹”创作而成，

该作品无论选材、形式还是精神内涵，都集中体现

了中国文化的精髓。竹有“依依君子德，无处不相

宜”的性格，更有清虚、高洁的竹之精神。作品造

型以中国汉字“文”为基础，结合哥特式建筑的艺

术风格，结构层次分明，东西融合，突显活动主

旨，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艺术形式，兼有西方艺术哲

学内涵，麻绳捆绑作为作品组合成型的主要工艺手

法，同时担负着中德文化紧密融合、广泛交流的象

征意义和时代罡风，也是艺术家与美术教育工作者

的美好诉求和社会使命！                                                                

                                                       （雕塑系）

8月15日，“新生万象──张夫也艺术作品全

国巡回展（北京展）”在北京高碑店文化园区聚

仙堂文化艺术中心隆重开幕。文化部原副部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中国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学院副院长曾成钢、副院长马赛、绘画系

刘巨德教授、工业设计系史习平教授、绘画系刘

临教授及北京市朝阳区相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曾成钢代表学院致开幕辞，对张夫也教授的

学术理念、艺术创作、史论教学研究方面所取得

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张夫也教授也激情致

辞，感谢学院多年来的精心培养和大力支持。著

名画家、学院教授刘巨德宣布展览开幕。 

此次展览是应“北京高碑店首届中国书画艺

术节”的邀请，作为艺术节的重要环节举办的，

展出了张夫也教授三十余年创作的书法、水墨画

和油画作品100余件，不仅反映了张夫也清雅明丽

的书画风格和独特的艺术追求，也展现了他浓郁

的人文情怀和全面的文化修养。

                                                （艺术史论系）

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夜景照明工程荣膺第十届
“中照照明奖”最高奖

9月，“2015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夜景照明设计”荣获“中国照明学会特别奖”。“中照照明

奖”是国家科技奖励办正式批准的中国照明领域唯一的科技奖项。“中国照明学会特别奖”是奖项设置

中的最高奖。

学院作为2015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单位，为中国馆在意大利米兰的精彩亮相做出了卓

越贡献。中国馆照明设计的基本理念与本次中国馆主题相一致，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均衡发展，并将

“低碳环保、绿色节能”作为重要的设计原则。从研究世博会期间米兰的日照入手进行研究，探索引入

自然光作为中国馆室内照明的主要手段；进一步优化照明设计、调整灯具参数、减少灯具数量，降低灯

具的最大额定功率。并且，将建筑照明与室内照明相结合，结合照明设计软件的模拟计算，在保证不同

空间的功能照度的同时，完美展现了建筑的整体形态和结构肌理。                  (综合办  环境艺术设计系)

◎ 8月8日至8月26日，李正安教授带队学院师生14人参加“青风徐来——全国首届青瓷系大展”。

◎ 环境艺术设计系周浩明教授团队作品入选 “芬兰家具与家居陈设展”设计板块“旧物设计”
  （Trash Design）。

◎ 2015级新生在军训中荣获宣传工作优秀一等奖、内务卫生优秀二等奖，清华大学2015级学生军
   训优秀方队，陈卓颖等24名新生荣获军训优秀学员称号，31连1排等4个排荣获军训优秀排称号。

◎ 8月26日，工艺美术系林乐成教授向辽报传媒集团捐赠代表作《子夜》。

◎ 9月8日上午，台湾亚洲大学副校长林峰田来访，副院长马赛、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主任臧迎春
   在外宾接待室会见了来宾。

◎ 9月9日至12日，环境艺术设计系、院家具设计研究所参加2015中国国际设计师作品展示交易会。

◎ 9月11日，学院离退休党总支组织党员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9月24日，离退休人员事
   务办公室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到昌平区莽山森林公园和航空博物馆参观游览。

◎ 9月16日，由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贺阳带队的中印澳蓝染考察团采访染织服装艺术 
   系贾京生教授、杨建军副教授。

◎ 9月23日上午，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设计系主任Silvia Piardi来访，院长鲁晓波、副院长张敢、
   工业设计系主任赵超、环境艺术设计系主任宋立民、副主任于历战、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主任
   臧迎春、教务办公室副主任李文等会见。

◎ 9月23日，《李家骝副教授师生绘画作品展》在山东东营市博古斋美术馆开幕。

◎ 9月25日，清华大学博士后三十年“科技·文化·梦想”艺术论坛举行。

◎ 9月26日至10月30日，由工艺美术系青年教师李静策划的“起艺军”——清华美院玻璃专业作品
   展在北京万国艺术空间举行。

◎ 10月8日，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WO)及荷兰高校代表来访，院长鲁晓波、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
   主任臧迎春、信息艺术设计系主任徐迎庆在外宾接待室会见来宾。



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博士研究生田顺的作品《赫梦》（指导教师
田青）、研究生张凯迪的作品《水中》（指导教师张宝华）荣获
“海宁家纺杯”2015年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创意设计大赛大奖赛
优秀奖

本科生黄莹的《局─然》、2011级黎光辉的《彼》、2012级吴
聆雪的《桠》作品获得入围奖

雕塑系马文甲、刘尧远获得“2015学院本色──美院在校生创
作展”艺术传承奖，绘画系丁荭获得赞助人特别奖，雕塑系刁军
翔、杨洋、林熙，绘画系杨勇、聂赫夫、连培伟获得提名奖

7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入选名单

公布，学院设计学流动站在站博士后杨红入选，

首度获得该基金最高等级资助。其合作导师为信

息艺术设计系张烈副教授，进站研究课题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存、展示与传播，此次申报

的项目为《非遗数字化传播模式及基于Web的数

据资源共享平台设计》。去年9月，杨红还曾以

《非遗数据库构建分类、信息资源元数据研究与

应用试点》项目获得该基金面上一等资助。

迄今为止，学院在站博士后共获得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1人，面上资助30人。面上

资助是为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自主创新研究提供

的科研启动或补充经费，资助标准为一等8万元/

人、二等5万元/人。特别资助是对在站期间取得

重大科研成果和研究能力突出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进行的资助，资助标准为15万元/人。（综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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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博士后首度获评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校友夏鑫设计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今年5月初，夏鑫接到上级指派的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设计任务。尽管他已经有

近20年的设计经验，但这次纪念章的设计具有特

殊的重大意义，设计过程中所赋予的感情也不同于

其他。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一名当代军人、为弘扬社会主

旋律服务的设计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就有“崇尚荣

誉”。但是，夏鑫不单单把“荣誉”作为本章设计

的核心，而是把对当年抗战历史的解读和英烈的缅

怀放在首位。经过反复思考，最终明确了纪念章的

设计元素有：一组抗日战士的浮雕、延安宝塔山、

咆哮的黄河、橄榄枝、70束光芒。在9月3日胜利日

阅兵式上，抗战老兵在受阅车上率先出场。看到他

们胸前戴着自己设计的纪念章，夏鑫的心情十分激

动，仿佛看到了当年他们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场

面，愈发感受这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纪念章”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开创未来的重要意

义，也为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能够为国家的重

“光华路上——2015年
教师节清华美院、清尚公
司联合摄影展”开幕

9月10日下午，学院、清尚公司连续四年联合

举办的“光华路上——教师节摄影展”在学院美术

馆开幕。清华大学工会副主席陈红、清尚公司董事

长吴晞、学院党委副书记邹欣、 清尚公司工会主

席刘倩以及校工会文体部、校摄影协会特邀参展作

者、清尚公司和学院教职员工近百人出席开幕式。

学院分工会常务副主席任茜主持开幕式。

本次展览展出了66位作者的156幅作品。展览

的固定版块“老照片回顾”，还展示了原中央工艺

美术学院24位创建者、耕耘者的肖像，以此怀念为

这所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前辈。       

                                                                     (综合办)

官 方 微 信 二 维 码

信息艺术设计系（交叉学科）2015级研究生
张印帅的2件作品分获红点奖和红点佳作表彰奖

9月25日，红点2015概念设计大奖（red dot award：design concept）颁奖典礼在新加坡举

行。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交叉学科）2015级研究生张印帅（下图右）的作品智能投影乐谱(Laser 

Music Guide)和8度电池(8 degrees Battery)从来自61个国家的4680件作品中脱颖而出，分别夺得了

红点奖（reddot award）和红点佳作表彰奖（reddot award honourable mention）。

其中，智能投影乐谱(Laser Music Guide)是张印帅与美院信息艺术设计系2015届毕业生李寅共

同完成的，这件作品的设计理念是

希望通过扫描、折叠、投影等物理

人机交互接口，为钢琴演奏者创造一

个流畅的体验流程。作品8度电池(8 

degrees Battery)是通过对生活的细

致观察，以简单的设计，解决了干电

池在日常使用中困扰用户多年问题的

生活化设计。

红点设计奖被誉为设计界的奥斯

卡，它起源于德国，自1950年开始

致力于发现优秀设计，到今天，这一

赛事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声望最隆的

设计奖项。（信息艺术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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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系2015届研究生康鹏飞、曾
绍庭、韩亚成在基础教研室主任邱松
教授的指导下，组成了SPEEDBIRD
设计团队，以作品“绝影──X抗坠
毁无人直升机”获得了“首届中国未
来直升机设计大赛”二等奖

工业设计系研究生邓树栋荣膺第三届
起亚汽车设计大赛一等奖

雕塑系2015届毕业生林熙《云城系
列》荣获“第十届全国高校毕业生优
秀雕塑作品展”奖

雕塑系2015届毕业生李月《秋冥》系
列荣获“宇达青铜特别奖”银奖

雕塑系2015届毕业生林熙毕业作品
《云城——躁》（指导教师：陈辉）
荣获“圣发·艺塑家杯”全国雕塑专
业毕业生作品大奖赛二等奖

雕塑系2015届张升化毕业作品《长栖
于梧》（指导教师：李鹤）荣获“圣
发·艺塑家杯”全国雕塑专业毕业生
作品大奖赛三等奖

深圳研究生院研究生赵雪园的家纺设
计作品《丛林之旅》（指导教师贾京
生）荣获“海宁家纺杯”2015年中国
国际家用纺织品创意设计大赛大奖赛
银奖

大纪念活动贡献力量而感到自豪。

夏鑫，中国人民革命军史博物馆展陈设计部

艺术设计室主任，副研究员，技术7级，文职4

级。1994年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入伍。近

些年来，圆满完成了党、国家和军队赋予的多项

重大设计创作任务，先后被总政系统表彰为优秀

共产党员、行业标兵，1次二等功，3次荣立三等

功。国家政府采购中心专家组成员，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博物

馆协会陈

列艺术委

员会副秘

书长。

《水中》张凯迪

《桠》吴聆雪

赞助人特别奖丁荭

《彼》黎光辉

艺术传承奖刘尧远

《局─然》黄莹

艺术传承奖马文甲

《赫梦》田顺

（综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