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奋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职称 学科 培养单位 招生方向

许奋 1961 年 11 月 男 教授 设计学 环境艺术设计系
环境艺术设计研究

科技图像研究

一、个人简介及主要学术成果

个人简介：

许奋，湖南湘潭人，1989 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90 年至 1991 年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习；

2000 年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习；

2008 年获湖北美术学院艺术硕士学位。

历任湖北美术学院设计系副主任，环境艺术设计系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处长，学院

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

2008 年 7 月，任湖北美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2018 年 6 月，任湖北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主要社会兼职：

湖北美术学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中国美术家协会工艺美术艺术委员会 副主任。

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副主席。

国家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专业分委会 专家。

国家教育部设计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会 常务理事。

湖北省教育学会理事会 常务理事。

湖北历史建筑研究会 理事。

武汉市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副理事长。

代表性作品、展览及获奖经历：

版画《瑶理·南瓜叶》。2008 年，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作品藏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版画《洪湖记忆》。2009 年，武汉，“湖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美术作品展”，

获优秀作品奖。



版画《花开的时候》。2014 年，武汉，“湖北省第十二届美术作品展”。获优秀作品奖。2014

年广州，“全国第十二届美展”。

2016 年，武汉，“湖北省百名美术人才培养工程美术作品展”。2017 年，波兰“那时花开

湖北美术学院教师作品邀请展”。2018 年，北京，“从长江走来——湖北优秀美术作品展”。

作品藏中国美术馆。

版画《建筑系列》。2014 年，武汉，“武汉设计双年展”。2015 年，“第二届昙华林大江·观

澜国际版画邀请展”。2016 年，“湖北省高校美术展”获银奖。作品藏武汉设计双年展组

委会。

版画《扣》系列。2016 年，武汉，“第三届昙华林大江·观澜国际版画邀请展”。2018 年，

武汉，“工业版画三年展”。

版画《终结·循环》系列。2017 年，武汉，“湖北省百名美术人才培养工程美术作品展”。

版画《终结·循环·松》、《终结·循环·竹》、《终结·循环·枫》系列。2018 年，武汉，

“第四届昙华林大江·观澜国际版画邀请展”。2018 年，澳门，“当代国际艺术家版画交

流展”。作品藏澳门国际版画艺术研究中心。

漆艺作品《夏荷清风》。2013 年，北京，“第七届中国现代手工艺学院展”获优秀作品。

作品藏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漆画作品《正月荷塘》系列。2018 年，武汉，“步漆而语——湖北省首届高校漆艺作品

展”

陶艺作品《逐日系列》。2012 年，武汉，“中日韩陶艺家邀请展”。2012 年，武汉，“第四

届第四届湖北省现代陶艺展”，获学术奖。

陶艺作品《混》系列。2016 年，武汉“湖北国际陶艺作品邀请展”。

陶艺作品《混二》系列。2018 年，武汉，“学院陶艺十年”武汉国际陶艺邀请展。

纤维作品《正月荷塘》。2014 年，武汉，“第八届中国现代手工艺学院展”，获优秀作品。

2018 年，武汉，“武汉时尚艺术季暨首届武汉纤维艺术展”。2018 年，上海，“首届全国

工艺美术大展”评委特邀作品。

二、主要科研、教研等成果

(一)主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情况

省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1、2010 年 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试验计划项目——“致美拔尖创新人

才培育试验计划” 项目负责人；

2、2012 年 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昙华林艺术区实习实训基地”项目负责人；

3、2013 年 湖北高校省级示范实习实训基地——“昙华林艺术区实习实训基地” 项目负

责人；

4、2014 年 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武汉市城市艺术建设项目实习实训基地”

项目负责人；

5、2014 年 湖北高校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视觉艺术实验教学中心” 项目负

责人。

国家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1、2009 年 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3 视觉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项目负责人；

2、2012 年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湖北美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负责人；

3、2013 年 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项目——“湖北美术学院昙华林艺术区艺术



学实践教育基地” 项目负责人；

4、2014 年 国家级教学改革与与建设项目：中央部委属高校与地方高校支持合作计划项

目——“湖北美术学院工学和艺术学交叉专业人才培养国家级项目（武汉理工大学&湖北

美术学院） 项目负责人；

(二)主持近年中央专项支持地方高校发展资金专项实验教学建设项目情况

1、2011 年负责视觉艺术公共基础教学实验平台整体建设工作，获批资金 550 万；

2、2012 年负责视觉艺术专业特色教学实验平台整体建设工作，获批资金 700 万；

3、2013 年负责湖北民间美术传承与创新专业实验教学平台整体建设工作，获批资金 650

万；

4、2014 年负责数字艺术与信息模型专业实验教学平台整体建设工作，获批资金 700 万；

5、2015 年负责公共艺术专业实验教学平台整体申报工作，目前等待下文、资金数待定。

(三)教研项目

1、2009 年 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高等美术院校实践教学体系研究》课题

负责人，省厅立项编号 2009287；

2、1999 年 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美术院校课程体系研究》主要参与人；

3、2000 年 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美术教学计算机数字化动画及图形图像

课程体系研究》主要参与人；

4、2002 年 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印刷艺术教学研究》主要参与人；

（四）科研项目

纵向课题

1、2009 年 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实践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主

要参与人，立项编号 2009b365；

2、2012 年 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团队计划项目《科技图像研究》负责人，立项编

号 T201211；

3、2012 年 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基于数字技术的鄂西民族民间工艺的保护与

传承研究》负责人，批准号为 12DG33；

4、2012 年 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2 年度课题（重点课题）《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

高等美术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负责人，立项编号 2012A028；

5、2012 年主持湖北省重点社科人文基地公共视觉艺术中心项目----武汉市“老字号”的

品牌设计与营销研究；

6、2004 年 平版画技法现代化研究，省教育厅高校科学研究项目(重点)，课题参与人，

排 2。

横向课题

1、主持武汉市接待中心宴会厅壁画工程《百年龟蛇舞 脉动江汉情》（武汉市地产集团

2013.4.—现在）；

2、主持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厅壁画工程《夏荷清风》（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

2012.11.-2013.6.）；

3、主持武汉东湖开发区光谷核心区景观概念规划项目（武汉工程设计产业联盟委托，

2012.12-2013.4）等。

4、完成湖北师范学院教学综合楼、湖北省消防指挥中心、中国民生银行桥口及青山支行

室内设计及工程施工等多项建筑及环境艺术工程设计工作。

（五）教学成果奖

1、2005 年 10 月，《高等美术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理论与实践研究》， 湖北省第五届

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二）。



2、2013 年 3 月，《“1+3”视觉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教学改革创新研究与实践》，湖

北省第七届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3、2018 年 2 月，《高等美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湖北省第八届高等学

校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六）代表性创作展出发表、论文与专著情况

1、2015 年，《转型时代下关于高等工艺美术教育的思考》，独撰，载于《湖北工程学院

学报》，2015.1，2095-4824; CN 42-1836/Z；

2、2015 年，《当前办好高等工艺美术教育的对策思考》，独撰，载于《湖北美术学院学

报》，2015.1，1009-4016；

3、2014 年，《武汉市餐饮业老字号的品牌设计策略研究》，第一作者，载于《湖北美术

学院学报》2014.4，1009-4016；

4、2014 年，《花开的时候》收入第十二届湖北省美术作品展览作品集，ISBN

978-7-5394-7245-4；

5、2014 年，《花开的时候》收入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作品集；ISBN 6、

978-7-102-06946-3

7、2014 年《建筑系列版画》收入湖北省高校美术展作品集；

8、2014 年《正月荷塘》收入第八届中国现代手工艺学院展作品集；

9、2014 年，《武汉市餐饮业老字号的品牌营销策略》，第一作者，载于《湖北美术学院

学报》2014.3；

10、2014 年，《花开的时候》《正月》系列之四、之五；《瑶里---南瓜叶系列》入选大

江观澜国际版画展及画册；

11、2013 年，《关于湖北美术学院参与毛坝漆文化产业的思考》，第一作者;《湖北青年

学者论坛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978-7-216-07395-0；

12、2013 年，《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的高等工艺美术教育的思考》，独撰,山东美术出版社，

978-7-5330-4807-5；

13、2013 年，《正月》系列平版画 之三、之四、之五 独立完成《2013 湖北美术学院教

师作品集》湖北美术出版社；

14、2013 年，《夏荷清风》（漆艺作品，第一作者），展览于第七届中国现代手工艺学

院展，优秀作品奖，中国美术家协会、国家画院，北京中国世纪坛，发表于《第七届中

国现代手工艺学院展作品集》，山东美术出版社，2013，978-7-5330-4807-5 ；

16、2012 年，《转变观念 助长英才——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视觉艺术拔尖培养的思考》，

独撰，载于《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2 第 1 期，1009-4016；

17、2012 年，平版画《瑶里---南瓜叶系列》,独立完成,《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委

员作品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9，978-7-5059-7772-3；

18、2012 年，《正月》系列平版画 之一、之二 独立完成 《2012 湖北美术学院教师作

品集》湖北美术出版社；

19、2012 年，《逐日》（系列陶艺作品）， “维度-中日韩陶艺家邀请展”，

20、2012 年《文化艺术报》《中国陶瓷画刊》， CN61-0032 ；

21、2011 年，《洪湖记忆》（感光金属版版画作品），“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美

术作品展”，湖北省文联、湖北省美术家协会；

22、2010 年，《视觉文化背景下视觉艺术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独撰，载于湖北美术

学院 90 周年校庆《学术论坛文论集》2010.10 湖北美术出版社，978-75394-3810-8；

23、2009 年，《完善实践教学理念 优化实践课程体系》，第一作者,《创意与实践》下

册 2009.10 山东美术出版社，978-7-5330-3017-9；



24、2008 年，《瑶里---南瓜叶系列》（感光金属版版画） 中国美术馆展出，

25、2008 年， 《瑶里---南瓜叶系列》（平版画）发表于《全国艺术硕士（MFA）研究生

美术与艺术设计优秀作品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08.11， 978-7-5394-2438-5；

26、2002 年《关于美术院校课程设置的思考》，独撰，《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理论研究与

实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0 7-5352-2893-3；

27、2000 年，《学院设计教学范本-环境艺术设计初步》出版专著，湖北美术出版社；

28、2000 年，《全国美术院校优秀室内设计作品集》主编及撰稿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9、1999 年，《美术专业教学指导》（环艺设计）出版专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30、1996-1997 年，《晒湖水上活动中心规划方案》，《中国设计年鉴》九州图书出版社；

31、1999 年，《丹江西山宾馆室内设计》，《室内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七）其他奖励情况

1、2002 年，论文《关于美术院校课程设置的思考》，独撰，获高等学校艺术教育论文优

秀奖；

2、2011 年，论文《视觉文化背景下视觉艺术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获湖北省教育厅颁发

第四届大学生艺术节艺术教育论文评选教师组一等奖；

3、2012 年，陶艺作品《逐日系列》获第四届湖北省现代陶艺展学术奖，省文联、省美协

颁发；

4、2012 年， 《转变观念助长英才——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视觉艺术拔尖创新人才成

长的思考》获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文化厅颁发 湖北高校第五届美术与设计大展 铜奖；

5、2012 年，《转变观念 助长英才——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视觉艺术人才成长的思考》

获湖北省第七次优秀高教研究成果三等奖，独立获奖；

6、2013 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享受省政府津贴人员；

7、2013 年，漆艺作品《夏荷清风》获第八届中国现代手工艺学院展优秀作品奖，中国美

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颁发，排 1；

8、2013 年，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文化厅主办、湖北

省美术家协会承办的第三届湖北美术节 获“个人突出贡献奖” ；

9、2014 年，版画《花开的时候》获第十二届湖北省美术作品展览优秀奖 独立获得；

10、2014 年，版画《花开的时候》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独立完成

11、2014 年，《建筑系列版画》获湖北省高校美术展银奖；

12、2014 年，《正月荷塘》获第八届中国现代手工艺学院展，获优秀作品奖。

（八）指导学生获奖情况

1、2011 年，指导研究生工艺设计作品《城市之光》获省教育厅颁发的湖北省第四届大学

生艺术节优秀奖；本人获优秀指导教师奖，独立获得；

2、2012 年，本人指导的工艺设计作品《城市之光》，获教育部颁发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艺

术展演活动艺术作品乙组二等奖；本人获指导教师奖，独立获得；

3、2012 年，指导学生作品在中国建筑艺术“青年设计师奖”评选中获奖；本人获最佳指

导教师奖，独立获得；

4、2013 年，研究生张辉、张龙同学获得国家奖学金,本人为导师；

5、2013 年，研究生张龙同学的《城市景观在湖泊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武汉市西

北湖景观为例》获湖北省第九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本人

为指导教师；

6、2013 年，指导作品《平衡.生命的空间》入围全国大中学生第二届海洋文化创意设计

大赛。



三、个人艺术创作实践及学术观点

2004 年起至今招收建筑与环境研究及科技图像研究方向硕士生 65 人，积极投入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建设之中。长期从事建筑与环境设计及教学工作，从事版画创作及技法研究。

艺术实践涉及环境设计，版画、纤维、漆艺、陶艺等创作。

艺术创作/设计是用图像进行思考和表达的过程，是用图像的观察方法来观察社会、体验

生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表达情感、传递信息的方式。

四、本人指导历届研究生的代表性学术及科研成果

2011 年，指导研究生工艺设计作品《城市之光》获省教育厅颁发的湖北省第四届大学生

艺术节优秀奖。

2012 年，本人指导的工艺设计作品《城市之光》，获教育部颁发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艺术

展演活动艺术作品乙组二等奖 2012 年，指导学生作品在中国建筑艺术“青年设计师奖”

2013 年，研究生张辉、张龙同学获得国家奖学金。

2013 年，研究生《城市景观在湖泊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武汉市西北湖景观为例》

获湖北省第九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2013 年，指导作品《平衡.生命的空间》入围全国大中学生第二届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2019 年，指导作品《方寸乡愁-文旅街区缔造者》荣获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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