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海蓉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职称 学科 培养单位 招生方向

黄海蓉 1974 年 7 月 女 教授 美术学 油画系 油画艺术研究

一、个人简介及主要学术成果

黄海蓉 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女画

家协会常务理事。

个展：

2008 年 “软性破坏”——黄海蓉个展（北京）

2007 年 “金鱼”——黄海蓉油画个展（武汉）

2018 年 “尘非尘·黄海蓉”个人作品展（湖北美术馆·中国武汉）

参展与获奖：

作品连续入选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美展。获第十届湖北省美展优秀奖、第十一

届湖北省美展铜奖、第十三届湖北省美展铜奖；物言物语——湖北省小型油画展艺术奖；湖

北高校第五届美术与设计大展银奖；庆祝建党 90 周年湖北省美术作品展优秀奖等奖项。作品

入选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走向新世纪——中国青年油画展、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中国油

画展、回望中国——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油画展、2016 全国素描艺术大展、今日中国油画

大展、从长江走来——湖北优秀美术作品展；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举办的女性与时代·百

年中国女性艺术大展-迈向新时代；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鼎新华南-吾土吾民油画邀请展等。

作品收藏：

作品赴德国、意大利、波兰、日本、法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展览，并被中国文化管理协会,

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女画家协会，湖北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深圳罗湖美术馆，深圳关

山月美术馆，美术文献艺术中心等机构和个人收藏。



二、主要科研、教研等成果

科研项目：

1.2015 年——2017 年，获批湖北省文化厅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两个一百”项目“首批湖

北省百名美术人才培养工程”

2.2018 年——2020 年，获批湖北省文化厅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两个一百”项目“第二批

批湖北省百名美术人才培养工程”

3.于 2018 年 11 月，在国家级重点美术馆湖北美术馆举办“尘非尘·黄海蓉”个人作品展，

展出作品近 50 幅。

教研成果：

1.2019.5，湖北省本科高校优秀教学团队，省级，主要骨干，排 2

2.2015.01.美术学院当代艺术及教学拓展研究，主要骨干，排 2

3.2019.06，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油画人物写生，校级，主要骨干，排 2

4.2019 年 9 月，主讲课程“表现性油画写生”入选“春华秋实——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文献展”，

参展，排 1

著作出版：

1.独立出版专著《尘非尘·黄海蓉》黄海蓉著（承担 16 万字），长江出版传媒湖北美术出版

社：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5779 号，ISBN978-7-5394-9843-0，230 页。

2.2014 年，第一作者编著《素描的艺术——大师速写人物》，长江出版传媒湖北美术出版社，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4075 号 ISBN978-7-5394-7022—1，20 万字，796

页。

3.2014 年，出版著作《素描的艺术——大师素描肖像》，第二作者，长江出版传媒湖北美术

出版社，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4077 号 ISBN978-7-5394-7021—4，10

万字，560 页。

4.2015 年，编著《素描的艺术》系列丛书 6 本（独立书号），第二作者，长江出版传媒湖北

美术出版社，6 万字：

（1）.《素描的艺术——安格尔》79 页

中国版本图书馆 CPI 数据核字（2015）第 119230 号，ISBN978-7-5394-7569-1

（2）.《素描的艺术——德加》

中国版本图书馆 CPI 数据核字（2015）第 119213 号，ISBN978-7-5394-7570-7

（3）.《素描的艺术——勒格罗》159 页

中国版本图书馆 CPI 数据核字（2015）第 119216 号，ISBN978-7-5394-7571-4

（4）.《素描的艺术——伦勃朗》207 页

中国版本图书馆 CPI 数据核字（2015）第 119215 号，ISBN978-7-5394-7572-1

（5）.《素描的艺术——门采尔》79 页

中国版本图书馆 CPI 数据核字（2015）第 119212 号，ISBN978-7-5394-7573-8

（6）.《素描的艺术——席勒》143 页

中国版本图书馆 CPI 数据核字（2015）第 119227 号，ISBN978-7-5394-7574-5

5.2016 年，第一作者编著《色彩的艺术——大师风景》，长江出版传媒湖北美术出版社，中

国版本图书馆 CPI 数据核字（2015）第 264228 号，ISBN978-7-5394-8084-8，10 万字，590

页。

6.2016 年，第一作者主编《素描的艺术》系列丛书 6 本（独立书号），长江出版传媒湖北美

术出版社：

（1）.《素描的艺术——荷尔拜因》77 页

中国版本图书馆 CPI 数据核字（2016）第 137102 号，ISBN978-7-5394-8593-5



（2）.《素描的艺术——惠斯勒》205 页

中国版本图书馆 CPI 数据核字（2016）第 137105 号，ISBN978-7-5394-8598-0

（3）. 《素描的艺术——毕加索》109 页

中国版本图书馆 CPI 数据核字（2016）第 136744 号，ISBN978-7-5394-8597-3

（4）. 《素描的艺术——德拉克洛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PI 数据核字（2016）第 136725 号，ISBN978-7-5394-8594-2

（5）. 《素描的艺术——萨金特》125 页

中国版本图书馆 CPI 数据核字（2016）第 136754 号，ISBN978-7-5394-8596-6

（6）. 《素描的艺术——弗洛伊德》93 页

中国版本图书馆 CPI 数据核字（2016）第 136743 号，ISBN978-7-5394-8595-9

（7）. 第一作者主编《素描的艺术——罗丹》黄海蓉主编，张健编著。长江出版传媒湖北美

术出版社：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2783 号，ISBN978-7-5394-9836-2；

（8）. 第一作者主编《素描的艺术——鲁本斯》，黄海蓉主编，麻爱周著。长江出版传媒湖

北美术出版社：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2894 号，ISBN978-7-5394-9820-1

论文发表：

1.论文《真切的体验与生命的咏叹》、6 幅作品《听沙》、《倾城》、《城市向左》、《彼

处彼时》、《智能时代》、《在路上》发表于南大 CSSCI 艺术学核心期刊《美术》第 619 期，

2019.07，ISSN：1003-1774，CN：11-1311/J

2.论文《女性艺术中的女性意识》发表于南大 CSSCI 扩展版艺术学核心期刊《美术观察》第

283 期，2019.03，ISSN：1006-8899，CN：11-3665/J

3.论文《藏匿的象征》、2 幅作品《听沙》、《城市向左》发表于艺术类核心期刊《艺术工

作》第 22 期，2019.04，ISSN：2096-076X，CN：21-1598/J

4.论文《生命的体验与隐喻》、四版＋5 幅作品《去者》、《呼吸》、《形象消费》、《离

歌》等，发表于专业权威期刊《湖北美术学院学报》第 84 期，2019.01，ISSN：1009-4016，

CN：42-1441/J

5.论文《独立策展人在文化产业中的作用于发展》发表于专业权威期刊《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第 81 期，2018.02，ISSN：1009-4016，CN：42-1441/J

6.论文《消费图像与当代绘画》发表于国家艺术类核心期刊《美术向导》2011 年 2 月刊

ISSN1003-0441 ；CN11-2825/J

7.论文《艺术有性别吗？——后现代女性艺术》发表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0 年 11 期 ISSN1671-0975 CN42-1563/F

8.论文《解读和运用象征符号》发表于《大众文艺》2012 年 1 月刊 CN 13-1129/I； ISSN

1007-5828

9.论文《具象绘画的存在与生机》发表于《美术大鉴》2010 年总 39 期 ISBN 750045987-4 中

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967674 号

10.论文《油画教学浅议》发表于《文教资料》2012 年 1 月号（总第 561 期）CN32-1032/C；

ISSN 1004-8359

11.论文《具象绘画的存在与生机》发表于《大众文艺》2012 年 5 月 CN 13-1129/I； ISSN

1007-5828

三、个人艺术创作实践及学术观点

当绘画技术不再是当代艺术所关注的问题时，作品传达的题材和观念对艺术家来说显得尤为

重要。有一点可以肯定：艺术来源于生活的体悟，真实地反映了艺术家关注的事物和兴趣点，

体现艺术家本人对周遭事物的看法和世界观，无病呻吟的作品势必会苍白和做作。作为一名



当代艺术家，应该能针对生命的不同时段，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变化，及时调整自我的视觉思

考方略，以自我的视觉精神探求去对应激变的社会发展现实。因此，“倾听来自内心的声音”，

是我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在寻觅的东西。

艺术家的视觉叙事风格不可避免地会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转型发生着密切关联。

对于长期坚持艺术创作的人来说，时常需要变换自我的视觉风格。我作品的视觉图像世界历

经从青春叙事的激情，到社会叙事的深入，再到生命叙事中对生命这个终极文化命题的关注，

这是一个及其漫长的过程，希望通过一次次，一步步地尝试与探索，能令阅读者透过作品的

视觉讲述，体察和感知对当代社会、人性以及生命的思考和洞察性表达。

作为一种体验性的精神心理的探索，在探索都市社会的深层问题上，我尝试积极地汲取图像

语言，通过巧妙地转换制造出令人熟悉却又无不充满欲望与虚妄的场域，能让人既沉浸其中

也省思其外；试图以图像的真实来模糊真实与虚幻之间的距离、混淆造型形象与图像形象之

间的差异，让人没有隔膜地进入画面的虚拟场景，从而完成从视觉观看到心理体验的转换；

同时，也不自觉地以女性特有的敏锐视角切入当代社会物质与精神、生与死这个有关人类生

存与生命的哲学本题：肌肤的敏感与脆弱和草灰的轻浮与幻灭，在生命的体验上都无可争辩

地具有着某种同一性，这既是欲望的体验也是生命的咏叹。

四、本人指导历届研究生的代表性学术及科研成果

2016 年 12 月指导研究生作品获得“昙华林之路奖学金”二等奖；

2017 年 6 月 获“学院风-首届全国研究生艺术作品展”优秀指导老师（中国研究生网，中国

研究生艺术委员会）；

2017 年 1 月指导研究生作品获得“红星宣纸奖学金”二等奖；

2018 年 5 月 指导研究生作品获得“北村奖学金”一等奖；

2018 年 10 月指导研究生作品及论文发表于《画廊》杂志“艺术家工作室”栏目，ISSN：

1000-4815，CN：44-1008/J

2019 年 9 月主讲课程“表现性油画写生”入选“春华秋实——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文献展”；

2019 年 9 月指导研究生作品入选“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全国作品展”，国家级；

2019 年 6 月指导多名研究生作品获“第六届湖北艺术节红色回想插画艺术展”优秀作品奖，

省级；

2019 年 10 月指导研究生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作品赏析

《生命只是朵虚妄的鲜花》600×300×500 cm 综合材料装置 2018年

2018年展厅现场



黄海蓉 《形象消费》No.3 116×156cm 布面油画 2006 年



黄海蓉《食疗》195×125cm 布面油画 2009年

黄海蓉《缄默之草》160×160cm 布面油画 201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