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国武
艺术总监 青年画家

谢国武  xie guo wu

1975年出生于福建，职业画家

1995年考入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1997年毕业后居于厦门，并签约【厦门市

雅特力工贸有限公司】专研油画创作

作品多次发表于【美术】【美术观察】

【装饰】等专业核心刊物上

2000-2003年签约上海【杰克艺术公司】

2004年上海艺术博览会艺术作品展

2005年巴西圣保罗文化艺术展

2006年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

2007年北京创办红太阳艺术画廊，油画工作室

轻松的笔触和细腻手法使画面充满活力彰显自然之美，色彩明亮，色彩的饱和、透

明、鲜丽、厚重追求意境的构成，让整体画面显得更加丰厚和充实。



于志学
于志学，冰雪山水画创始人，生于 1935 年。

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

作院创作研究员、中国美协理事、中国国际书

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艺术人才委员

会主席，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研究员，

国家一级美术师。于志学，自 1960 年开始研究

雪景画，在技法上创造出“雪皴法、泼白法、

重叠法、滴白法、排笔法、光栅法”及“画山

无石、画林无树、画树无枝”的三无画法；在

理论上提出“创建中国画第三审美内涵——用光”、“新传统主义”、“冷文化”

和“笔墨当随心境”等新的美学思想，创造了冰雪山水画，填补了传统中国水墨画

一千多年来不能直接画雪更不能画冰的空白；使传统中国画的表现对象由山、水、云、

树拓展到山、水、云、树、冰雪，创立了中国画“白的体系”。



李爱国
李爱国，1958 年 7 月生于沈阳。原北京大

学艺术学院教授，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画马

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工笔会学会常务理事，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学科带

头人；北京市跨世纪优秀人才；文化部高级职

称评委。外交部特约画家。北京市美术家协会

理事，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

兼秘书长。中国文化艺术人才委员会副主席，

首都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民族艺术研究所副所

长，北京高等学校青年学科带头人、曾被中国文联评为“百名优秀文艺家”，出版

有《李爱国画集》等十九本个人画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

军事博物馆、中南海等收藏。发表学术论文《静谈》、《没骨说》等四十余篇。



李 征
李 征（ 笔 名： 墨 龙）， 祖 籍 山 东， 现 居

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

会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协

会副主席，时代书画报社艺委会副主任、副社

长、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导师、国家一级

美术师。作品《春融只待乾坤醉》参加中国美

协举办的中国梦 .2017 艺术草原全国中国画油画

作品展获入会资格奖。作品《乡风墨韵》参加

中国美协举办的乡风墨韵全国中国

画作品展获入会资格奖。作品《红

色 . 脉》参加中国美协举办的翰墨

齐鲁 . 全国中国画作品展获优秀奖，

作品《闲秋》入选中国美协举办的

首届翰墨齐鲁 . 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作品《闲秋絮语》入选中国美协举

办的 2014“万年浦江”全国中国画

作品展，作品《广西印象之闲秋赋》

入选中国美协举办的第八届民族百

花奖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作品《暖春》

入选中国美协举办的高洁品性 . 兰

蕙人生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作品《精

神永驻》入选中国美协举办的悲鸿

精神全国中国画展。



李 铎
李铎，女，1952 年出生于北京。1985 年毕

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自幼喜爱美术，师

承齐派写意花鸟画，曾受教于李苦禅、许麟庐、

秦仲文、白雪石等诸位绘画名家。作品风格浑

厚，笔力遒劲，潇洒俊秀，追求意境，无论是

笔墨情趣的表现，还是精神内涵的传达，皆有

独到之处。现任《文化人物》杂志社荣誉主席，

国务院国宾礼特供艺术家，英国皇家艺术研究

院荣誉院士及客座教授。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

中心美术高研班导师，文化部高级画家。中国文化信息协会文化艺术人才委员会副

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人才研究会书画人才专业委员会理事。



孙世锡
孙世锡，辽宁丹东市人。1984 年毕业于辽

宁大学。现任中国文化信息协会文化艺术人才

委员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客座研究员、文

化部人才中心考评认证高级画家、外交部公共

外交文化国礼艺术家、国家一级美术师、文化

部高级美术人才研修班特聘导师、文化部老艺

术家书画院理事。

孙世锡作品以山水为主，涉猎多元题材。

作品曾多次在《中国美术报》、《中国文化报》、

《中国政协报》、《时代书画报》、等几十家报刊发表。

近年，先后几十次参加全国性和省级书画作品展及国际艺术交流活动。数十次

获得不同奖项。作品被人民大会堂和几十个国家政要及驻华使馆所收藏。

创作之余，积极致力于书画教育和培训，带出了一批批好学生，有不少门生现

已成为各级书画机构的掌门人。



曾 周
画家曾周 1962 年生于海南，80 年创作《古

林之春》入选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并在人民

日 报 上 发 表。1987 年 结 业 于 中 国 画 研 究 院，

1989 年创作《微风》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

1992 年创作《南园夜圆》获中国美术家协会和

海南省金岛集团主办的国际水墨画大赛金奖。

1994 年创作《南国夜月》入选第作届全国美展，

先后在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澳门等举

办作品联展。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海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书画院副院长；

海南省美术家协会国画艺委会主任；海南书画院花鸟画研究会会长。



王 露
王露，祖籍山东，定居北京。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山东省美术

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化信息协会客座研究员、

国家一级美术师。2012-2013 年研修于北京画院，

导师莫晓松、方政和。2014-2015 年研修于北京

现代工笔画院，导师王天胜、蒋彩萍、李魁正、

苏百钧等，就读于北京现代工笔画院第四届精

英班。作品《农院深秋》参加中国美协举办的

美丽新丝路翰墨定西行中国画展获优秀奖。作

品《春醒》参加中国美协举办的第二届朝圣敦煌中国画展获优秀奖。作品《脉》参

加中国美协举办的万年浦江全国山水画作品展获优秀奖，作品《燕赵喜报到农家》

参加中国美协举办的中国梦 . 燕赵雄风全国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获入会资格奖。作

品《清香十里》参加中国美协

举办的国风盛典首届全国中国

画作品展获入会资格奖。作品

《春日融融》入选中国美协举

办的精致立场第二届工笔画大

展。作品《闲秋》入选中国美

协举办的翰墨齐鲁首届全国花

鸟画作品展。作品《耕诗》入

选中国美协举办的丝绸之路绚

丽甘肃中国西部大地情中国画

作品展。作品《岁月如歌》入

选中国美协举办的中国梦艺术

草原全国中国画油画作品展。

作品《春日恋歌》入选中国美

协举办的水墨融情海丝梦首届

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薛玉云
薛玉云，山东临沂人。先后就读于中国美

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现代工笔画

院创作高研班、首都师范大学李翔工作室和北

京画院莫晓松工作室。作品曾多次在全国美展

获奖、入选并被收藏。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

会会员、中国女画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书画

院会员、中国文化信息协会常务理事、文化部

艺术人才委员会客座教授、北京薛氏画院副院

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理论研究与书画创作高研班助教、临沂市画院、临沂市

美术馆美术创作研究员。



严明芬
严明芬，中共党员，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人，

自幼酷爱绘画，毕业于临沂艺术学院，修业于

山东师范大学，先后师从于何乃磊、赵庆元、

梅墨生、李爱国等名师。

现任中国文化信息协会文化艺术人才委员

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客座研究员、公共外

交文化国礼艺术家，文化部高级画家、高级书

法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山东日照市美协会员，

日照市老年艺术大学国画老师，日照水墨年华

书画院院长。作品以工笔、写意花鸟为主，涉猎多元题材，风格以清新自然见长。

作品曾多次在《中国美术报》等十几家报刊发表。

近年来，先后 10 多次参加全国性和省级书画作品展及国际艺术交流活动，多

次获得不同奖项，作品被人民大会堂和 10 余国家政要及驻华使馆收藏。创作之余，

积极致力于书画教育和培训，20 多年来培养书画艺术人才近千人，不少门生已成为

中国美协、省、市级美协会员和书画机构负责人。



卜繁昌
卜繁昌，字子顺，生于 1944 年，山东郓城

县人，大学文化。68 年开始从事美术专业至退休。

现为文化部颁发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美术家协会会员，文化部老艺术家

画院特聘画家，人民大学特聘教授。

早年从事油画、水彩风景及人物画的学习、

研究及创作。其人物作品《水浒一百零八将》

存放于山东水浒博物馆。近四十年来对中国画

山水、花鸟及书法尽力心摹手追，苦心孤诣，

巧取各家之长，妙融各家之奇，晚古立新，独具风采。获得了一些成效。经常参加

全国性的大小展览活动，得到了各界朋友们的好评。



廖贵兴
廖贵兴，中国五彩水墨画派创始人，中国

文化信息协会艺术人才委员会常务理事，文化

部高级画家，客座研究员，国礼艺术家。

在长期的水墨画探索过程中，始终坚持“不

忘本来，吸收外来”的理念，博采中西绘画精

华，将五彩运用到传统的水墨画中，丰富了“墨

分五彩”的传统绘画技法，形成了一种既有现

代感，又超越传统绘画表达能力的五彩水墨画，

绘画形式多种多样，画面结构自然真实，画面

内容丰富，画面色彩亮丽，视觉冲击力强烈，从而改变了传统水墨画“失语”和“式

微”的局面。



郭三立
郭三立，字才光，号太和子，书香门第，

山水画家、国礼艺术家，书法家、文化部文化

艺术人才中心高级美术师，文化艺术评定客座

副研究员，中国美术专业书画策划导师，作品〈问

道图〉〈青山绿水〉入选 2017 年全国美术人才

作品展中国国家画院美展中心举办，于中国政

协文史馆举办郭三立个人书画展及全国巡展，

并为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交流中心办公厅创作

〈山居图〉，其作品作为国礼赠送立

陶宛驻华，俄罗斯三十多个国家政要

收藏。2019 年 2 月应邀参加中共党史

美术馆举办的朱和平将军暨〈我的爷

爷朱德〉新书发布会，郭三立老师创

作书法作品朱德元帅诗句一九三九年

春太行山抗日斗争朱总司令有感而写

诗句，并为中共党史美术馆创作国画

山水〈远瞻山河壮〉作品。郭三立老

师自幼习练书画，几十年如一日刻苦

钻研唐宋山水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



冯国民
冯国民，男，1960 年生，笔名金石，号草

原牡丹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研班毕业，中

国当代杰出书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文化部

高级美术师，中国书画艺术研究会理事，中国

艺术家协会书画研究会理事，环球瞭望（北京）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文化艺术顾问。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陈伯程导师工作室特聘画家。冯国民先

生自幼酷爱书画，四十余年执着追求，潜心钻

研，笔耕不辍，尤其擅画牡丹、梅花、山水画等，

画法师古不泥，清新自然，构思精巧，气韵生动，布局严谨、奔放，形、神、意、

情兼备，风格独特。作品多次在全国大展中获奖，先后被几十家海内外媒体宣传报道。



谷永江
谷永江 : 笔名，天香，现居吉林省长春市，

1964 年 12 月出生 ，文化部一级美术师，现任

中国文化艺术人才委员会常务理事，客座研究

员，展览部副主任，吉林省金色阳光艺术家研

究院院长。东戴河鑫宏画苑院长，文化部艺术

人才中心备案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

局登记，中国国际书画研究院中国美术指导师，

文化部青少年培训基地专职讲师，公共外交文

化国礼艺术家。作品多次荣获国家大赛奖项，

2019 年被国家邮政总局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牡丹为珍藏版邮票，

面向全国发行。作品入选多家有影响的典籍和书刊，先后在十多家报刊发表。作品

被巴基斯坦、日本、韩国、立陶宛、阿根廷等多国使馆、政要收藏。



程绍荣
程绍荣，1950 年生，四川成都双流人，毕

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享受中国科学院政府科

研及津贴，日本国东京书画院客座教授，四川

省美协会员，成都市美协会员，双流美协副主席，

现为中书协会员，国家一级书法师，中国文化

信息协会客座研究员，常务理事，高级画家。

作品曾获福建省青年美展一等奖，全国书画大

赛三等奖。1994 年，在日本东京。举办中日文

化交流个人书画展。作品多次入展中国美术家

协会举办的中国画展。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作品被收藏。迎香港回归作品被徐

悲鸿纪念馆收藏。作品历年参加省市及全国展并获奖。现获国礼艺术家。



李学璋
李学璋，号心泉，1956 年生于山东临朐县，

现居北京。自幼师古源，先学吴道子，后习郑

板析，从吴道子的洒脱，到郑板桥的乱石铺阶，

终于在承古的基础上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现任中国兰竹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

艺术人才委员会常务理事、客座研究员、副秘

书长，公共外交国礼艺术家，文化部文化艺术

人才中心高级画家，中央中国画研究院解放军

长岭书画院副院长。世界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理

事。北京市翰墨锦源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百杰书画家、一级美术师。

在国内外展览中，作品先后四十多次获奖，其多件作品被十多个国家、二十余

家博物院收藏，2010 年作品两幅《兰竹同春图》、《兰竹图》被国家射击队收藏并悬挂，

其作品入编《1900 至 2000 中国美术家选集》，《中国书画家新秀精品集》等多部典。



李同玉
李同玉，号额尔古纳。 山东省青州市人，

国家高级美术师，市美协会员。师从清华美院

何雨春导师，冰雪山水画派创始人于志学，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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