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杰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职称 学科 培养单位 招生方向

张杰 1966年9月 男 教授 美术学
视觉艺术基

础部学院

造型艺术

研究

一、个人简介及主要学术成果

1.个人简介:

张杰，男，1966 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88 年 6 月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专业，获学士学

位，同年任教于湖北美术学院；2008 年 6 月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专业，获艺术硕士学

位；2000 年任成教部副主任，2006 年任视觉艺术基础部主任，现任湖北油画艺术委员会副

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北美术学院教授、美术馆馆长，湖北省政协常委。

2. 代表性作品、展览及获奖经历：

油画《喜·向马奈奥林匹亚致敬》参加广州首届油画双展

油画《梦》参加湖北省油画展并获优秀奖



油画《伴款》参加第二届北京油画年展

油画《联系家教》参加湖北省油画展获优秀奖，同年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

油画《联系家教》入选《江苏画刊》二十年展

油画《建设中的淘金广场》参加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展

油画《骤雨》参加中国青年油画展

油画《兴奋的麦子》参加省油画展获金奖，并选入第九届全国美展

油画《成长的烦恼》获《物言物语—湖北省小幅油画、小型雕塑展》学术奖

油画《蛹》获第二届湖北省油画展“湖北油画艺术”奖

油画《江山多娇系列》参加“同行——德中当代艺术展”

油画《月光》参加“回顾与展望”湖北油画艺术展

油画《花 1》参加 2012 鼎新华南·吾土吾民油画邀请展

油画《彩虹》参加@武汉 2017 “再聚焦——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新馆开幕展”

2019 年 7 月壁画、石材作品《红土地》入选“第十三届湖北省美术作品展览”（张杰、刘

义忠）

2019 年 9 月壁画作品《二七荣光》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张杰、杨大为、

杨鹏、刘义忠、方晶）

2019 年 12 月参加汤湖美术馆“重构——张杰、徐文涛、张炼作品展”

二、主要科研、教研等成果

1.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展览项目：

(1)2014 年 9 月，担任《荆楚民艺——张朗捐赠作品展》 策展人，展览获国家文化部 2014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2)2015 年 11 月，担任 《大江•观澜--第二届昙华林国际版画邀请展》策展人，展览获国

家文化部 2015 年全国美术馆优秀展览项目；

(3)2017 年 9 月，担任《心智地图的异像——马库斯•吕佩尔茨在中国》和《俯仰天地——

周韶华画展》双个展中方策展人，展览获国家文化部 2017 年全国美术馆优秀展览项目；

(4)2017 年 12 月，担任《大道弘艺——杨立光先生诞辰 100 周年特展》 策展人，展览获国

家文化部“2017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5)2018 年 5 月，担任《期颐艺境 德承百年——湖北美术学院世纪艺术家馆藏精品展》策

展人，此展览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2018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6)2019 年 6 月，担任《从武昌艺专走出来的红色伉俪——李家桢张友鸠夫妇作品文献回顾

展》策展人，此展览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2019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7)2019 年 9 月，担任《千年记忆 五彩经纬——土家织锦艺术展》策展人，此展览荣获国

家文化和旅游部“2019 年全国美术馆优秀展览提名项目”；

(8)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担任美术馆公教项目“寻找武汉记忆 保护城市文化遗产”

负责人，荣获国家文化和旅游部“2019 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公共教育项目”；

(9)2020 年 9 月，担任《资此德范 涵养育美——‘湖北三老'课徒稿及史料回顾展》策展

人，此展览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2020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10)2021 年 9 月，担任《驱遣云烟到笔端——近代美术教育先驱贺良朴诞辰 160 周年特展》

策展人，此展览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2021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2.社会服务项目：

主持：二号线地铁橱窗设计，四号线地铁橱窗设计，岳家嘴站点《东湖印象》，六号线四新

大道《海洋》、香港路《寻梦芳华》、王家墩中心《璀璨星河》、二七路《二七荣光》，南

昌地铁一号线《红土地》，三号线海洋世界，二号线延长线光谷火车站《铭记》、光谷大道

《我心飞扬》；

2019 年负责武汉警察博物馆展陈设计及制作项目。

3.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

201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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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第七届湖北省高

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主要完成人：许奋、刘茂平、张杰、雷克勤、王有红

4.专著：

(1)《学院·风采——湖北美术学院九十周年校庆-视觉艺术基础部学生作品集》，张杰主编，

湖北美术出版社，2010 年 10 月；

(2)《“大道弘艺——杨立光先生诞辰 100 周年特展”作品集》杨丹主编， 张杰执行主编，

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2019 年 11 月；

(3)《“期颐艺境 德承百年——湖北美术学院世纪艺术家馆藏精品展”作品集》张杰主编，

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2019 年 11 月；

(4)《“从武昌艺专走出来的红色伉俪——李家桢张友鸠夫妇作品文献回顾展”作品集》，

张杰主编，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2021 年 12 月。

5.论文



(1)《视觉艺术基础教学研究与实践》，《湖北美术学院学报》，张杰著，2009 年 1 月；

(2)《美术馆典藏研究及研究的现实意义——以“期颐艺境 德承百年-湖北美术学院世纪艺

术家馆藏精品展”为例》，《湖北美术学院学报》，张杰著，2018 年 3 月；

(3)《从学生作业看基础教学》，《欧洲古典石膏素描的教与学-欧洲古典石膏雕塑与中国美

术》，张杰著，2011 年 9 月。

三、个人艺术实践及学术观点

1.个人艺术实践：

早期作品由于激变的社会发展潮流促使我做出思考和表达，拜金主义盛行时的社会场景，纸

醉金迷的繁华，而青春男女形象的刻划精细，物欲横流，精神空虚。身体虽然成熟，但思想

又赶不上身体的成长那种囧境被讲述的深刻透彻而又收放有度。近期创作则从社会潮流的应

对转而回归内心的体验，微叙述微表达诉说着此时此刻的小心翼翼与细腻而又浪漫温馨的心。

2.学术观点（专业课程）：

对于展览专题策划的方法讲授，以便探究展览策划的客观规律和审美逻辑，了解展览主题的

多样性，关注不同语境下的展览形式与审美心理，重点掌握个展、群展等专题展览的方式方

法，并对经典作品进行阐释与研究。

挖掘群展专题中经典的模式和人文内涵，运用符号学、艺术社会学、图像学、形式分析法等

相关理论，以便写作展览文案。选择个展专题中的经典案例展开研究，可以联系教学专题展

开实践。从主题、材料、艺术观念和社会接受等方面展开分析，开创策展新理念。

服务于教学，调查当代展览中的经典案例，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自主探寻展览策划的趋向，

建构合理的策展方法及文案写作知识体系。

3.学术观点（美术馆）：

在服务教学的前提下，怎样用藏品完整构建学校的 DNA 链条，是美术馆责无旁贷的使命，在

完善藏品的基础上怎样促进展览的有序进行，怎样以展促藏，怎样服务教学和服务社会是我

一直考虑的问题。不仅是在美术馆展览方面，更要在展览陈列、展品收藏与研究、公共教育、

馆际交流、服务社会与教学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今后还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四、本人指导研究生的代表性学术及科研成果

1、文化和旅游部展览项目：

(1)2014 年 9 月《荆楚民艺——张朗捐赠作品展》，展览获国家文化部 2014 年全国美术馆

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2)2015 年 11 月《大江•观澜--第二届昙华林国际版画邀请展》 ，展览获国家文化部 2015

年全国美术馆优秀展览项目；

(3)2017 年 9 月《心智地图的异像——马库斯•吕佩尔茨在中国》和《俯仰天地——周韶华

画展》，展览获国家文化部 2017 年全国美术馆优秀展览项目；

(4)2017 年 12 月《大道弘艺——杨立光先生诞辰 100 周年特展》，展览获国家文化部“2017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5)2018 年 5 月《期颐艺境 德承百年——湖北美术学院世纪艺术家馆藏精品展》，此展览

入选文旅部“2018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6)2019 年 6 月《从武昌艺专走出来的红色伉俪——李家桢张友鸠夫妇作品文献回顾展》，

此展览入选文旅部“2019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7)2019 年 9 月《千年记忆 五彩经纬——土家织锦艺术展》，此展览荣获文旅部“2019 年

全国美术馆优秀展览提名项目”；

(8)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美术馆公教项目“寻找武汉记忆 保护城市文化遗产”，荣

获文旅部“2019 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公共教育项目”；

(9)2020 年 9 月《资此德范 涵养育美——‘湖北三老'课徒稿及史料回顾展》，此展览入

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2020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10)2021 年 9 月《驱遣云烟到笔端——近代美术教育先驱贺良朴诞辰 160 周年特展》，此

展览入选文旅部“2021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2、社会服务项目：

湖北省武汉市地铁项目：二号线地铁橱窗设计，四号线地铁橱窗设计，岳家嘴站点《东湖印

象》，六号线四新大道《海洋》、香港路《寻梦芳华》、王家墩中心《璀璨星河》、二七路

《二七荣光》；南昌地铁项目：一号线《红土地》，三号线海洋世界，二号线延长线光谷火

车站《铭记》、光谷大道《我心飞扬》；

2019 年武汉警察博物馆展陈设计及制作项目。



作品赏析

壁画作品《二七荣光》入选 2019 年“第四届全国壁画大展览”作品 1

油画作品《禾》被人民大会堂会客厅收藏



作品名称：《彩虹》作品尺寸：160cmx140cm 卓尔集团收藏



作品名称：《彩虹和烟花的夏天》作品尺寸：140cmx280cm

作品名称：《花 1》作品尺寸：60cmx80cm



作品名称：《骄阳》

作品名称：《桥 2》 作品尺寸：200cmx200cm



作品名称：《狮子》



作品名称：《水中景观》（1）



作品名称：《水中景观》（2）



作品名称：《夏夜里》作品尺寸：45cmx45cm 2008 年



作品名称：《蛹》 作品尺寸：200cmX200cm 2005 年



作品名称：《有烟花和喷泉的夜晚》 160cmx140cm 中国美术馆收藏

作品名称：《鱼缸里的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