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萍

一、个人简介及主要学术成果

个人简介：

吴萍，1970 年生于武汉，湖北美术学院教授、设计系主任，硕士生导师，设计学学位

评定分委会主任、“东+西”国际设计周副主席、湖北省广告协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紫金奖·中国（南京）大学生设计展评委、丝路精神西部国际设计双年展评委、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曾荣获第十二届湖北省美术作品展银奖、首届湖北省美术人才培养

工程百人美术作品展、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楚天文华美术奖”、入选第十、十

一、十二届全国美展。

代表性作品、展览及获奖经历：

2005 年水彩画作品《阳光下、向日葵》荣获湖北省中国画、油画、水彩风景画作品展

学术奖（最高奖），该作品编入湖北省中国画、油画、水彩风景画作品展作品集；

2006 年会徽设计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城市运动会入围奖；

2006 年水彩作品《我的椅子》获第五届湖北省水彩水粉展优秀奖，该作品编入第五届

湖北省水彩水粉展作品集；

2007 年水彩画作品《阳光下、向日葵》入选第八届全国水彩.粉画作品展，该作品编

入第八届全国水彩.粉画作品展作品集；

2007 年水彩画作品《远山》获纪念湖北省美术家协会成立 50 周年湖北省美术作品展

铜奖；该作品编入纪念湖北省美术家协会成立 50 周年湖北省美术作品展作品集；

2008 年作品《我的椅子》和《状态系列》入选首届《全国艺术硕士研究生美术与艺术

设计优秀作品集》。并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展出；

2008 年招贴设计《状态系列》获湖北高校第三届美术大展教师组金奖；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职称 学科 培养单位 招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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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水彩画作品《守望》荣获第十一届湖北省美术作品展银奖，并入选第十一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

2010 年海报《武汉印象》参与“直觉武汉海报邀请展” ，同时作品被湖北省武汉美

术馆收藏；

2011 年水彩画作品《农闲》荣获湖北省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学术奖；

2011 年海报《武汉印象》获第十四届楚天创新奖铜奖；

2012 年系列海报《Order city No.1、Order city No.2》获湖北高校第五届美术与设

计大展教师组金奖；

2012 年《秋葵》获第一届湖北艺术节楚天文华美术奖；

2013 年海报《云图》入选字·汇－中美两国字体设计展 2013,并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里

士满第五美术馆展出；

2014 年水彩画作品《农闲》荣获第十二届湖北省美术作品展银奖，并入选第十二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

2014 年招贴设计作品《order city No.1, order city No.2》荣获第十二届湖北省美

术作品展银奖；

2015 年《城市文化系列（2幅）》北京国际设计周-城市·国际公益海报佳作展佳作奖；

2015 年《城市印象系列》湖北省美术人才培养工程百人美术作品展；

2016 年《我的椅子》入选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

2017 年《夜幕降临》入选 2017 年湖北省美术人才培养工程百人美术新作展；

2018 年《夜幕降临 I》《夜幕降临 II》入选《多维景观》湖北女性艺术家作品展；

2018 年《夜幕降临 I》《夜幕降临 II》入选 2018 师坛锦瑟——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教师

优秀作品邀请展；

2019 年《东南西北》入选第十三届湖北美术作品展；

2020 年《东南西北》参展“中国姿态·第五届中国雕塑展”；

2020 年《we are one》系列入选 2020 北京国际设计周 751 国际设计节《抗击疫情国

际优秀海报作品展》。

二、主要科研、教研等成果

横向《首届东+西大学生国际艺术节暨第四届“东+西”大学生国际海报双年展》；

横向项目《地铁四号线——赵家条艺术墙》；

横向项目《中国武汉国际渡江节 VIS视觉形象设计》；

十二五规划《包装设计课程生态体系的链动式教学研究》；

校级教研《包装设计教学体系中的课程生态研究》；

人文社科类《武汉城市精神的视觉表现及品牌形象设计研究》；

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民艺造物观对当代生态设计的影响》；

社科《民间美术融入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研究》；

校级教研《全媒体语境下的广告设计立体化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校级教学研究项目《超容量信息语境下信息图形设计课程教学的建构及相应教学团队

建设研究》；

横向课题《两型社会的 VI视觉形象设计》；

《民艺造物观对当代生态设计的启示》发表于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17.02；
《城市文化中公共艺术空间的拓展》发表于包装工程 2015.03；
《从鄂西竹编背篓看民艺造物之美》发表于手艺的温度：第八届中国现代手工艺学院

展论文集 2015.09；



《设计向前-湖北美术学院设计系的学脉、现状与发展》发表于湖北美术学院美报 2012
年 2期；

《招贴设计中的抽象语言研究》发表于湖北美术学院美报 2012年 3期；

《浅析视觉艺术的观看方式、思维方式对表达方式的影响》发表于美术大观 2010.；
《浅析设计中情感的视觉传达》发表于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09.11；
《现代设计中的情感因素》发表于美术大鉴 2010。

三、个人艺术创作实践及学术观点

设计，是视觉秩序的再造。

视觉秩序（Visual order）即一种源自物质世界既定规律的视觉表现，是一种为人所熟

知的、对真实世界客观且直接的反映。人类通过视觉秩序不断寻求与事物认知领域相适

宜区，是描绘事物存在方式的直观参照。而又通过视觉秩序的打破重构，寻求对客观世

界、意识领域新的突破。

设计，视觉秩序的再破在立，是一场再造出新的仪式。

四、本人指导历届研究生的代表性学术及科研成果

2013 级研究生获南昌地铁文化公益海报设计大赛 金奖 2014 年；

2013级研究生入选参加ROBOMASTERS全国机器人大赛夏令营并获得设计类最佳项目管理

奖（2015 年）；

2013 级研究生百度股票官方网站优秀案例设计；2014 年；

2013 级研究生获《Xloong AR 包装设计》Xloong x Lenovo 联名包装设计创新奖；2015

年；

2016 级研究生获第六届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入围奖；2017 年；

2016 级研究生获 2016“东+西”国际设计周暨大学生包装创意设计大赛优秀奖-《将帅月

饼包装》2017 年；

2016 级研究生 2016“东+西”国际设计周暨大学生包装创意设计大赛包装创意奖-《宽窄

／都江堰》2017 年；

2016 级研究生获第六届全国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入围奖-《life begins in the ocean》

2017 年；

2016 级研究生获 2017 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三等奖-《将帅月饼包装》2017 年；

2016 级研究生获第十七届中南星奖设计艺术大赛[学生组]海报设计类一等奖-《life

begins in the ocean》2017 年；

2016 级研究生获“学院风——首届全国研究生艺术作品大展”设计类视觉传达组铜奖

2017 年；

2016 级研究生获第六届“东+西”大学生国际海报双年展 “东+西”特别贡献奖 2017 年；

2016 级研究生作品入选《学院风——首届全国研究生艺术作品大展优秀作品集》2018 年；

2016 级研究生获“我的偶像我设计”武汉消防 LOGO 设计入围奖 2019 年；

2016 级研究生论文《交互设计中基于心理模型的信息传达方式》发表于《福建质量管理》

2017 年 10 月下半刊；

2016 级研究生设计出版《图说病毒》，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级研究生参与设计出版《美院美术》第 77 期，湖北美术学院出版；

2016 级研究生装帧设计《字问字答-中文西文对照邀请展》，武汉出版社；

2016 级研究生装帧设计《第六届“东+西”大学生国际海报双年展作品集》，武汉出版

社；

2016 级研究生装帧设计《2016“东+西”国际设计周暨大学生包装创意设计大赛作品集》，

武汉出版社；



2017 级研究生获第六届“东+西”大学生国际海报双年展，“东+西”特别贡献奖 2017

年；

2017 级研究生“新起点 新征程”大学生微创大赛优秀奖 2017 年；

2017 级研究生获 2018 标志大赏 学生组“Ecolean·Creative”一等奖 2018 年；

2017 级研究生包装设计《美分滋养》获湖北美术学院设计系美灵宝专业奖学金一等奖

2018 年；

2017 级研究生入围 Hiiibrand Awards 2017 国际品牌标志设计大赛 2018 年；

2017 级研究生获丝路精神—西部国际设计双年展优秀奖 2018 年；

2017 级研究生入围第十九届白金创意国际大学生平面设计大赛 2018 年；

2017 级研究生入围温州国际设计双年展 2018 年；

2017 级研究生入围第二届长江之光海峡两岸大学生创新设计大赛 2019 年；

2017 级研究生入围 Hiiibrand Awards 2018 国际品牌标志设计大赛 2019 年；

2017 级研究生入围 2019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2019 年；

2017 级研究生入围 2019 泰达杯青年创意设计大赛 2019 年；

2017 级研究生入围 Hiiibrand Awards 2019 国际品牌标志设计大赛 2020 年；

2017 级研究生入选“设计的疫义”武汉设计战疫展 2020 年；

2017 级研究生入选城市重建|新行为方式创意作品展 2020 年；

2017 级研究生获第十届 Hiiibrand 国际品牌标志设计大赛评审奖，银奖；2020 年

作品赏析

《Order city NO.1》 2014 年 100X70CM



《Order city NO.2》 2014 年 100X70CM



《wuhan+graz NO.1》



吴萍 绿水青山 金山银山 湖北美术学院设计系 A4-RGB



《夜幕降临》 2017 年 100X70CM



《云图》 2013 年 90X70CM



吴萍美展 1

吴萍美展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