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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上午9:30，来自全国31个省、
市、自治区的美术家协会主席、军界著
名画家、美术理论家及社会各界人士齐
聚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文街，文心翰墨·全
国美术高峰论坛暨迎新春2016全国中国
画名家作品展在这里开幕，这是继2014
年之后在莒县举办的第二届高峰论坛，
此次活动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学术支持，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中共日照市委宣传
部主办，日照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
共莒县县委宣传部承办，中国美术家协
会副秘书长杜军、中国美术家协会研究
部主任吴涛毅、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
副主任王界山、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
主任邹立颖及日照市政协、日照市委宣
传部、日照市文联、莒县政协相关领导
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朱全增代
表主办方讲话。此次展览是山东省美术
界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重要举
措，集中展示了全国31省市知名美术家

的作品240余幅，为山东美术家向全国美
术家学习、交流提供了一次良好的机会
和平台，为进一步培育齐鲁文化品牌、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山
东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当
前，美术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广大美术工作者大有可为，只要牢
记美术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继续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弘
扬中华美学精神，就一定能创造出更多
具有时代风采、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铸
就艺术永恒，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上午10:30，全国美术高峰论坛在莒
县华伦酒店举办，200余人参加了活动。
中共日照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就地方美术
工作沂蒙画派的具体情况作了详细介
绍。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杜军、中
华书画家杂志社总编辑、中国艺术研究
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美术理论
家王镛、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中心研究

员、中国少数民族美学促进会副会长、
著名美术理论家徐恩存、南京艺术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美术理论家樊
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郑工、空军政
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王界山、海军政
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邹立颖等专家学者
就中国美术现状、发展方向及理论建设
等问题作了发言，进行了专题研讨，并
对山东省美协组织广大美术爱好者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发扬优秀文化传统，推动山
东省美术事业发展、取得优异成绩和所
作出的积极贡献给与了充分肯定。

会后，与会嘉宾一起观摩了沂蒙画
派研究院，对沂蒙画派的建设、发展及
其对地方美术乃至全国美术所作出的积
极贡献给与了充分肯定和赞赏。下午2:
30，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名美术理论家樊波做了题为《中国书
画笔墨形态与审美境界》的专题讲座，
除了对传统书画美学的风骨、气韵、格
调、境界等美学的讲解，樊波还就地方

区域美术与全国美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科学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阐述。他
指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同
样，越是地方的，就越是全国的，地方
美术以其鲜明的无可替代的地域性为全
国美术提供了鲜活的群众性、人民性和
人文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美术的
地方性就是全国性。在轰轰烈烈的现代
化进程中，在当代美术的多元化美学生
态中，地方美术立足于不同的地域，扎
根于不同地域的人文历史和民俗文化土
壤，相对更有乡土特色，更具原生性，
更接地气，保持了传统的人文社会风
俗，以其生存土壤的多样化、艺术创作
理念的多样化、美学特点的多样化共同
促成了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共
同构成了当代美术的多元化和丰富性，
塑造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美术生
态，为全国美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借鉴
和推动作用。

（凤国 志军）

文心翰墨·全国美术高峰论坛
暨迎新春2016全国中国画名家作品展举办

山水画艺委会

名誉主任：刘宝纯
顾问：(按年龄为序)：刘晓刚、丁宁原、蓝

立克、张宝珠、李承志、解维础、刘宗汉、陈
全胜、曹和平

主任：张志民
副主任：(按姓氏笔划排序)：王沂春、亓德

顺、尹沂明、任勤林、刘喜欣、孙伟、孙雁
翔、李庆杰、李明晋、杨枫、杨文德、时振
华、吴山石、宋坦克、宋维展、张风塘、张志
斌、张星斗、张纯彦、范杰、孟鸣、郭峰、常
朝晖、曾先国

秘书长：杨文德（兼）
常务副秘书长：张健
副秘书长（按姓氏笔划排序）：王兴堂、

冯聚成、刘仲原、孙建东、孙承平、孙雁翔、
李刚、李水勇、李希勇、苏鼎、吴建军、张民
生、张连合、张洪源、陈建、陈健、陈广秀、
杨成河、云门张岩、单永进、贾荣志、郭立
民、高贵国、韩英凌、谢景勇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于大忠、于泽
海、于晓君、王大力、王栋、王进、王鹏、王
小飞、王书侠、王玉浩、王春荣、仇顺延、田
在武、史华峰、包小义、包勇、江殷元、巩艺、巩崇
明、刘明、刘奎、刘文韬、刘晓阳、朱佩之、孙国
强、孙文韬、牟敦华、李静、李霖、李书山、
李伟平、李延智、李振奎、杨克峰、杨恩国、
吴疆、吴勇军、宋波、张宗凤、邹本虹、郑良
超、单明波、房玉宾、夏沂山、胡立民、胡法
岭、候弟坤、徐隆、殷宪颖、殷永胜、高波、
唐永、盛洪义、曹新刚、梁庸、谢其云、韩宏
宇、鉴长春、路军、谭逸冰、薛波、戴淑娟

花鸟画艺委会

名誉主任（按年龄为序）：郭志光、曾昭

明、沈光伟
顾问（按年龄为序）：齐辛民、谭英林、尹延

新、杨文仁、郑向农、李波、王盛华、房新泉
主任：朱全增
副主任（按姓氏笔划排序）：王绍波、王

居明、刘玉泉、孙成刚、杜华、何乃磊、宋坦
克、张星斗、陆山、赵安民、赵英水、秦海、
上官超英、韩玮、雷家民

秘书长：韩玮（兼）
常务副秘书长：张宜
副秘书长（按姓氏笔划排序）：王征远、

亓德顺、刘扬、刘安民、许芳、孙建东、李京
波、杨庆芬、张家会、林文刚、陈宏光、侯
钧、姚秀明、郝麒、徐先堂、韩英伟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卜现泉、马麟
春、王宁、王玉山、王方正、王有志、王维
明、卢东、申会君、白青龙、刘宗华、孙万
灵、孙瑞春、李同安、李希勇、李恩成、李梅
莹、苏宗胜、杨文彬、杨德君、吴磊、吴永
福、吴国良、宋金鼎、宋维松、宋鲁源、张大
庆、张乐毅、张宪平、陈浩、陈健、聂晓君、
徐孟海、郭卫、葛利彬、解均、綦延军、樊磊

中国画人物画艺委会

名誉主任（按年龄排序）：单应桂、孔维
克

顾问（按年龄排序）：张宏宾、吴泽浩、
刘泽文、于受万、孙敬会、王经春、支英琦

主任：梁文博
副主任（按年龄排序）：刘书军、李振

坤、李学明、王伟、岳海波、于新生、王小
晖、韦辛夷、卢洪刚、宋丰光、李兆虬、徐永
生、孙成河、张望、李勇、张宜、杨晓刚

秘书长：杨晓刚（兼）
副秘书长：张丽华、韩菊声、李济民、吴

磊、张春艳、孙磊、孟祥军、李岩、王磐德、
卢冰、杨斌、孙春龙、王昭博、王克宽

常务委员（按年龄排序）：李玉泉、徐
正、郭英华、刘钢、张涛、金增友、卢洪祥、
张占乙、张德娜、徐基中、侯均、华杰、李天
军、李静、董罡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丁奕翔、丁晓
东、丁雷、于鸣辉、于磊、云门张凝、戚聿
顺、牛振江、王永芬、王宇田、王志东、王法
进、王金丰、王勇、王敬易、王鹏、王磊、邓
云、兰伟、冯超、卢晓峰、刘东方、刘庆国、
刘胜军、刘爰、刘翔鹏、吕广欣、孙夕恺、孙
岱婵、孙俊之、孙笑运、孙萌、朱磊、齐永
新、何绪贤、冷珍、吴春华、宋述林、张锦
平、)张正君、张爱惠、张科科、张庆、张相
三、张纯彦、张坤、张洪源、张积成、张萍、
张翼飞、张辉、张雅君、张鹏、张馨文、李子
牧、李广平、李冉、李光、李丽蘋、李克伟、
李国柱、李金生、李健、李晓光、李晓娣、杜
晨、杨大鲁、杨新芝、杨德玉、周群、国家、
季颁、尚奎元、岳小飞、房玉宾、房俊焘、房
静、姜东昭、姜超、柏冬燕、赵开新、赵勇、
赵峰、徐玉华、袁振娴、高秀德、常立菊、梁
健、梁逸婵、隋强、温国政、韩潇、褚滨、靳
贵芳、魏舒梅、毕晓慧、姚世宏、韩新维

油画艺委会

特聘顾问：张洪祥、路璋、李广元、言师
中、杨克山、姜衍波、王力克、张洪忠

主任：毛岱宗
副主任：刘青砚、姜奇、潘士强、徐青

峰、张炀、朱刚、张淳、林建业、李平
秘书长：刘青砚
副秘书长：张淳、王昭博、王宇鹏、张

童、宫本方、孙惠福、卢永成
委员：王玉萍、王永国、王伟业、毛岱

宗、冯劲草、朱刚、刘宏、刘雷、刘青砚、孙
营、李平、李雪玫、杨庆义、宋齐鸣、迟海
波、张炀、张淳、陈天强、林建业、岳海涛、

周赤舟、赵文华、姜奇、徐青峰、管朴学、谭
智群、潘士强

特邀委员：丁丽、王东、王鲲、申林、史
国强、付志强、吕建国、刘飞、刘绘中、许德
奇、孙惠福、阴晓雪、李晓晖、李善阳、杨三
军、汪明强、宋海永、申林、张志强、陈建
华、郑鲁青、姚榕华、郭建、陶少波

美术理论委员会

特聘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墉、尚
辉、刘曦林、刘龙庭、徐恩存、樊波

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孔新苗、田川
流、李广元、李丕宇、邱振亮、高毅清

主任：郭大兴
常务副主任：魏百勇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排序）：庄乾坤、李

新平、刘志军、刘德卿、张荣东、沈凤国、郑
岗、郝贵姚、钱品辉、韩波、褚庆利

秘书长：王进
副秘书长：张童(常务)、沈颖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于文书、王玉

琦、王文峰、李民、李彩、曲刚、刘明亮、刘
宁、刘莹莹、何彦民、李冰洁、宋炳玲、张皓媛、张
康、张福海、张伟、张连合、张爱红、杨宁、
周宗亚、陈卫红、郝春燕、袁宙飞、徐子涵、
董龙昌、臧文涛、谭逸冰、樊磊、霍晓蕙

水彩画 粉画艺委会

主任：陶士虎
副主任：丛如日、徐正、章立、袁玉堂、

申作伟、初剑、侯安智、苏海清、刘建东、孙
营、董海泉、刘慨

委员：刘牧虹、李雪梅、崔凤东、管朴
学、汪明强、郎咸力、王迪、凌昌伟、房宏、
韩宏伟、张宁、郁晖、韩锋涛

秘书长：苏海清（兼）

副秘书长：刘慨（兼）、曲宝来、汪赢、
李晓雯、毕敬虎、张童

综合材料绘画艺委会

名誉主任：胡伟
主任：岳海波
副主任：杜华、李济民、李兆虬、孙肖

嘉、王居明、王玉华
秘书长：孙磊
副秘书长：李晓晖、张辉、张伟、李冰洁
委员：李光、邓云、张纯彦、宋卫东、张

萍、邹光平、陈凯、冯劲草、刘胜军、姜超、
于释博、王志坚、李若冰、刘艳丽、王新章、
孙晓娥、张志强、刘劲蓬

学术秘书：张明亮、甘超存、刘庆国、李
婧、程保忠

策展委员会

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支英琦、刘
建、刘溪、祁海峰、杜松儒、杨劲松、邹立
颖、胡伟、姜东、徐里、殷双喜

主任：杜华
常务副主任：柳延春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排序）：王瑞青、师

庆荣、刘玉亮、苏葵、张伟、张淳、张辉、邹
本洪、罗云平、赵无眠、郝麒、荆强、顾群
业、黑天明

秘书长：王瑞青（兼）
副秘书长（按姓氏笔画排序）：于霞、李

生、吴震、张璇、周阳、常会学、彭莉、樊磊、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于释博、王文

祥、王曦、刘书彤、李楠、宋鲁、季鑫、张明
亮、金翔、薛波

学术秘书（按姓氏笔画排序）：叶小敏、
刘霄、杜伟伟

（各艺委会人员名单以公告为准）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组织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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