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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向林林 
 

1955 年年出⽣生于中国湖北北武汉市 

⽬目前⼯工作居住于湖北北武汉市 

 

教育背景 

 

2003-2004 访问学者，布尔⽇日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法国  

1989-1991 油画创作研修班，中央美术学院，北北京，中国 

1978 宾卡斯⻄西⽅方传统绘画材料料技法班，中央美术学院，北北京，中国 

1979-1983 油画专业，湖北北艺术学院，武汉，中国 

 

个展 

 

2011 《艺术登陆新加坡博览会》，对画空间，新加坡 

 《周向林林个展-历史与现实》，今⽇日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2004 《虚幻空间·历史与现实》，国⽴立布尔⽇日美术学院 LA BOX，布尔

⽇日，法国 

1996 《周向林林个⼈人展览》，台北北，中国 

 

群展 

 

2020 《美在湖北北⼀一中国美术馆藏湖北北艺术家作品展》，湖北北美术学院美术

馆，武汉，中国 

2020 《湖北北美术学院办学 100 周年年艺术⽂文献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北北

京，中国 

2018 《从⻓长江⾛走来—湖北北优秀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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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空间艺术计划展,2018 学院空间》，湖北北省美术馆，武汉，中

国 

2017 《逾越版图》展，桥艺术空间，北北京，中国 

 《第六届湖北北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展》，湖北北美术学院美术馆，武汉，

中国 

2016 《历史的温度、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具象油画》巡回展，南京美术

馆、湖北北美术馆、重庆美术馆、中央美院美术馆、太原美术馆，中

国 

 《湖北北美术学院第五届教师作品展》，湖北北美术学院美术馆，武汉，

中国 

2015 《历史的温度、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具象油画》巡回展，上海海中华艺

术宫、北北京太庙艺术馆，中国 

2014 《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浙江美术馆，杭州，中国 

 《⻄西云东语•当代艺术研究展》，合美术馆，武汉，中国 

 《⼤大分·武汉联合美术展》，⼤大分市美术馆，⽇日本 

2013 《“再肖像“：2013 三官殿 1 号艺术展》，湖北北美术馆，武汉，中国 

2012 《台北北国际艺术博览会》，台北北，中国 

 《鼎新华南·吾⼟土吾⺠民系列列油画邀请展》，⼴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大同国际壁画双年年展》，和阳美术馆，⼤大同，中国 

 《时间的湖——2012 武汉当代艺术作品展》，武汉，中国 

2011 《中国壁画名家架上艺术精品展》，江⻄西省⽂文联展览馆，南昌，中国 

 《“从普罗到波普”鲁迅的⾯面容系列列展》，浙江美术馆，杭州，中国 

 《聚变》，艺元空间，武汉，中国 

 《“回顾与展望”湖北北油画艺术展》，湖北北美术馆，武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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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CIGE 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北北京，中国 

 《“回顾与展望”湖北北版画艺术展》，湖北北美术馆，武汉，中国 

 《再版画》，对画空间（今⽇日美术馆南侧），北北京，中国 

 《湖北北美术学院 90 周年年校庆展》，湖北北美术馆，武汉，中国 

2009 《两湖潮流》，⼴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第⼗十⼀一届湖北北省美展》，湖北北美院美术馆，武汉，中国 

2008 《画中有话》展，今⽇日美术馆对画空间，北北京，中国 

 《互动-2008 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武汉美术馆，武汉，中国 

2007 《“源 SOURCE”当代版画邀请展》，湖北北美术学院美术馆，武汉，

中国 

 《全国⼤大学校⻓长摄影作品展》，北北京，中国 

 《全国⼤大学校⻓长摄影联赛》，重庆，中国 

 《湖北北省美术作品展》，武汉，中国 

2006 《2006 特拉查的艺术展》，罗⻢马美术学院美术馆，罗⻢马，意⼤大利利 

 《湖北北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利 70 周年年美术作品展》，武汉，中国 

 《湖北北⾼高校摄影作品展》，武汉，中国 

2005 《湖北北美术学院双年年展》，湖北北美术学院美术馆，武汉，中国 

 《⼤大河上下•1976-2005 中国油画优秀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北北

京，中国 

 《湖北北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利 60 周年年美

展》，武汉，中国 

 《“限制与⾃自由”冬市》，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中国 

2004 《⾸首届中国壁画⼤大展》，中国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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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第⼗十届湖北北省美术展览》，武汉，中国 

 《⾸首届美术⽂文献提名展》，湖北北美术学院美术馆，武汉，中国 

 《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重庆，中国 

2003 《第⼋八届全国铜版、⽯石版、丝⽹网版画展》，重庆美术馆，重庆，中国 

 《“携⼿手新世纪”第三届中国油画展》，中国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第四届《⽇日中友好艺术交流展》，甲府，⽇日本 

 《第 37 回⼭山梨梨版画展》，甲府，⽇日本 

 《第⼆二届湖北北省油画展》，湖北北美院美术馆，武汉，中国 

2002 纪念《延座讲话》发表 60 周年年全国美术作品展，北北京，中国 

 纪念《延座讲话》发表 60 周年年湖北北省美术作品展，武汉，中国 

  第三届《⽇日中友好艺术交流展》，甲府，⽇日本 

 《中国现代艺术展》，名古屋，⽇日本 

 《物⾔言物语—⼩小幅油画、⼩小型雕塑展》，湖北北美院美术馆，武汉，中

国 

2001 《湖北北省美术作品展》，武汉，中国 

 《中⽇日友好艺术交流展》，湖北北美院美术馆，武汉，中国 

1999 《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深圳，中国 

 《第九届湖北北省美术作品展》，武汉，中国 

 《中国当代油画名家百⼈人⼩小幅画展》，中国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1997 《中国先锋艺术展》，北北京，中国 

1994 《第⼆二届中国油画展》，北北京，中国 

 《当代中国油画展》，⾹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香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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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青年年油画家邀请展》，中国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1992  纪念《延座讲话》发表 50 周年年全国美术作品展，北北京，中国 

 《中国北北⽅方⻛风情油画展》，⾹香港，中国 

  纪念《延座讲话》发表 50 周年年湖北北省美术作品展，武汉，中国 

1991 《91’中国油画年年展》，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北北京，中国 

 《⾸首届中国油画展》，⾹香港，中国 

 《中央美院油画创作研修班毕业展》，中央美院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中国当代油画展》，⾸首尔，韩国 

1990 《中国当代⼈人体⻛风情油画展》，新加坡 

1989 《湖北北省⾸首届油画⼈人体艺术展》，武汉，中国 

1988 《湖北北美术学院院展》，深圳，中国 

1987 《庆祝建军 60 周年年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1985 《前进中的中国⻘青年年全国美术作品展》，北北京，中国 

1984 《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沈沈阳，中国 

1981 《湖北北省美术作品展》，武汉展览馆，武汉，中国 

 

收藏 

 

中国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湖北北美术馆，湖北北，中国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香港，中国 

汉雅轩有限公司，⾹香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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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合美术馆，湖北北，中国 

湖北北省美术学院，湖北北，中国 

廖修平基⾦金金会，台北北，中国 

中国、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利、⽐比利利时、⽇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私⼈人收藏 

 

⼯工作经历 

 

1983 — 今 湖北北美术学院，武汉，中国 

1975-1979 武汉钢铁公司，武汉，中国 

1971-1975 下乡知⻘青，湖北北，中国 

 

获奖和荣誉 

 

2007 《湖北北省美术作品展》优秀奖，武汉，中国 

 《全国⼤大学校⻓长摄影作品展》优秀奖，北北京，中国 

 《全国⼤大学校⻓长摄影联赛》佳作奖，重庆，中国 

   湖北北省⽂文联论⽂文评⽐比三等奖，武汉，中国 

2006 《湖北北⾼高校摄影作品展》特别奖，武汉，中国 

2005   油画《1969 年年 11 ⽉月 12 ⽇日•开封》作为新时期中国油画优秀作品⼊入选

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美术馆、中国油画学会、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

主办的《⼤大河上下•1976-2005 中国油画优秀作品展》中国美术馆，

北北京，中国 

   第⼆二届湖北北省⼤大学⽣生艺术节艺术教育科学论⽂文⼀一等奖，武汉，中国 

2004 《⾸首届中国壁画⼤大展》⼤大奖，中国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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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选湖北北省中⻘青年年优秀⽂文艺⼈人才库，武汉，中国 

 《⾸首届美术⽂文献提名展》提名奖，武汉，中国 

 《第⼗十届湖北北省美术展览》特别奖，武汉，中国 

2003 《第 37 回⼭山梨梨版画展》教育⻓长奖，甲府，⽇日本 

 《第⼋八届全国铜版、⽯石版、丝⽹网版画展》铜奖，重庆，中国 

 “廖修平奖”，重庆，中国 

 《第⼆二届湖北北省油画展》湖北北油画艺术奖，武汉，中国 

2002 “纪念《延座讲话》发表 60 周年年全国美展”优秀奖，北北京，中国 

 “纪念《延座讲话》发表 60 周年年湖北北省美展”银奖，武汉，中国 

 《物⾔言物语—湖北北⼩小幅油画、⼩小型雕塑展》学术奖，武汉，中国 

  湖北北省⾼高等学校艺术教育论⽂文评选美术类⼆二等奖，武汉，中国 

2001 《湖北北省美术作品展》学术奖，武汉，中国 

1999 《第九届湖北北省美术作品展》优秀奖，武汉，中国 

1992    湖北北省最⾼高⽂文艺奖：第⼆二届屈原⽂文艺创作奖，武汉，中国 

    纪念《延座讲话》发表 50 周年年湖北北省美展，优秀奖，武汉，中国 

1991 《91’中国油画年年展》银奖，北北京，中国 

  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优秀奖，北北京，中国 

1984 《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作品奖，北北京，中国 

 《第六届湖北北省美术作品展》铜奖，武汉，中国 

1981 《湖北北省美术作品展》，三等奖，武汉，中国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北美术学院原副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湖北北省美协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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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湖北北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年专家  

湖北北省优秀教师 

国家艺术基⾦金金专家委员会初评、复评委员 

 

2020.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