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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金源集团捐赠清华艺博
战略发展基金仪式举行

9 月 10 日，适逢艺术博物馆开馆四周

年，世纪金源集团捐赠清华艺博战略发展

基金仪式在丙所会议室举行。清华大学党

委书记陈旭，副校长、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杨斌，党委副书记向波涛，世纪金源董事

局执行董事、总裁黄涛，董事局董事、执

行副总裁黄世荧，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

书长袁桅，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

副馆长苏丹等出席仪式。

陈旭向黄涛和世纪金源对清华大学以

及清华艺博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她指出，

一所一流的大学应该有一座伟大的博物馆，

清华艺博取得的斐然成绩，离不开博物馆

人的辛勤付出，更离不开社会各界热心人

士的支持与关爱。杜鹏飞在发言中感谢了

黄涛和世纪金源对清华艺博的持续关心与

慷慨捐赠，这是一份厚重而饱含深情的“四

周岁礼物”。他表示，清华艺博会致力于

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博物馆，努力为学

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及公共美育作出更

大贡献。

仪式上，黄涛和袁桅代表双方签署捐

赠协议，陈旭向黄涛颁发捐赠牌匾。清华

> 本期要闻

双方签署捐赠协议

捐赠仪式合影

 “立象尽意—白雪石中国画
作品展”开幕

在第 36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清华大

学艺术博物馆也迎来开馆四周年纪念日。9

月 10 日下午，艺术博物馆隆重举行“立象

尽意——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开幕式及

学术研讨会。

展览开幕式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

务副馆长杜鹏飞主持，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副馆长苏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白雪石先生的学生张夫也，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鲁晓波

艺博战略发展基金将聚焦清华艺博的建设

与发展，汇聚社会贤达、杰出校友、精英

企业的力量，支持举办高水平展览、收藏

及征集重要藏品、开展学术研究和国际交

流、提升博物馆知名度及社会影响力，打

造清华艺博世界一流大学博物馆的形象，

助力清华大学的人文发展。

等先后致辞，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

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冯远致辞并

宣布展览开幕。

开幕式上，白雪石先生的家属向清华

大学捐赠白雪石先生的《生涩老辣写山川》

等 6 幅绘画作品，杜鹏飞为家属颁发了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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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
飞当选中国博协副理事长

9 月 18 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京召

开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

新一届中国博协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

长等人选。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

长杜鹏飞当选中国博协副理事长。国家文

物局局长刘玉珠、副局长关强等领导出席

会议。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中国博协第六届理

事会工作报告、第六届中国博协财务报告、

中国博协章程修改草案等。中国博物馆协

会会员代表、理事会成员、国家文物局有

关司室、博物馆行业专家和媒体代表 4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成立四年来，已

接待观众 192 万余人次，推出展览 64 个，

公共教育活动 174 场。作为国际博物馆协

会（ICOM）正式会员、中国博物馆协会

高等学校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成员单

位、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产品专业委员会

会员、全国高校艺术博物馆联盟发起方及

副主席成员单位，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积

极为清华艺术教育、通识教育及全民美育

服务，致力于把古今中外优秀艺术作品带

给观众。

 “太空艺术馆”线上开幕仪
式及 “雪域·爱·天宫”首场科
普公益艺术展在艺术博物馆举办

9 月 29 日，“太空艺术馆”开幕仪式

及“雪域·爱·天宫”首场线上科普公益

艺术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本次

活动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指导，中
“太空艺术馆”开幕仪式现场

赠证书。这 6 幅作品入藏丰富和完善了清

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白雪石先生作品的收藏

体系，作品也将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

设展览“清华藏珍”系列书画展中陆续展出。 

展览开幕式后，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四层报告厅还举办了“立象尽意——白

雪石中国画作品展”学术研讨会，十余位

专家学者围绕白雪石先生的绘画风格与艺

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开幕式嘉宾合影 学术研讨会现场

术思想，以及他对 20 世纪中国美术做出的 贡献展开热烈讨论。

国载人航天工程运行与管理支持中心主办，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承办。中国美术家

协会主席范迪安、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

馆长苏丹、著名艺术家徐冰先后致辞。“太

空艺术馆”开幕仪式结束后，现场来宾和

观众共同观看了“雪域·爱·天宫”首场

线上公益艺术展。

> 艺博党建

  艺博党支部开展 9 月组织生
活会

9 月 21 日，艺博党支部在 310 会议室

开展组织生活会。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参会。

会议首先讨论确定了 2020 年秋季学

期艺术博物馆党支部学习工作计划。接着，

杜鹏飞常务副馆长结合艺术博物馆工作实

际，介绍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七届会员代

表大会在京召开的情况；艺博支部党员桂

立新、袁旭，入党发展对象王鹏、刘垚梦

四名同志结合 2020 年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的

自身学习谈了体会。最后，支部书记李哲

分享了到革命圣地延安的学习体会。艺术

工作者要敢于吃苦，执着有韧劲，要坚持

学习、到基层锻炼，要知难而上、视野开阔，

多做接地气的实事。

作为学校第二批创建的党建标兵党支

部，艺术博物馆党支部工作将紧密结合《关

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的实施方案》，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学习党史国史，迎接建党

100 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艺博党支部以“追求卓越、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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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尽美”为支部文化，致力于团结带领广

大党员、积极分子、群众服务中心工作，

贯彻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新学期工作的各项

要求。

  艺博党支部与故宫书画部支
部开展共建活动

10 月 21 日上午，艺术博物馆与故宫

博物院开展共建活动，组织参观“千古风

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

展”和“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

展”。艺博党支部和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党

支部的 40 余名党员、群众参加了此次活动。

大家一边感受贯穿于紫禁城时空中的

历史文化，一边欣赏宫殿建筑技术与艺术

完美结合的最高境界，从而感悟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艺博支部书记李哲

表示，支部共建活动要通过相互交流、相

互促进、相互学习的方式，形成支部之间、

党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利用各自优势就不

断提升优化支部特色活动做出积极努力。

双方今后将以交流促提高，继续联合开展

特色支部活动，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

共建效果。

> 艺博快讯

  开学伊始，艺博员工“同上
一堂课”

9 月 1 日上午，艺术博物馆组织员工

在四层报告厅通过“荷塘雨课堂”的方式，

线上参与学校开学伊始的“同上一堂课”，

学习学校对即将开始的秋季学期教育教学

工作的部署和安排。常务副馆长杜鹏飞、

副馆长李哲以及 30 余名员工参加了学习。

大家认真听取了陈旭书记“永葆担当精神 

续写奋进篇章”的致辞、邱勇校长以“持

续奋进，推动融合式教学，努力交出一份

更加优异的教书育人答卷”为主题的报告。

艺博员工“同上一堂课”

  清华艺博表情包上线暨云征
集活动获奖名单揭晓

为迎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四周

年，公共教育与对外关系部于 8 月 4 日发

起清华艺博微表情征集活动。活动开始以

来，陆续收到众多精彩投稿。经过评审，

最终在有效的参赛投稿中评选出 9 位获奖

观众。9 月 14 日，清华艺博系列四套专属

表情包正式在微信应用上发布。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到馆进
行安全检查

9 月 8 日下午，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来清华开展“双随机”消防安全检查。保

卫处安全办以及艺术博物馆相关老师陪同。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检查了艺术博物

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消防设施运行情况、

日常消防管理等工作，参观了中控室及消防

泵房等场所，查看上墙制度和消防系统主机

运行等。还要求工作人员进行了消火栓出

水，使用报警按钮跑点等操作。最后到办公

区检查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检查人员表

示，本次检查整体情况良好，如有专业问题，

可随时与消防部门联系，以全力配合做好本

单位消防工作，确保辖区安全。

组织生活会现场

艺博党支部共建活动参观故宫展览合影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来馆检查

  第四届志愿者工作总结与表
彰会圆满结束

10 月 11 日下午，艺术博物馆“在这

里遇见”——第四届（2019-2020 年度）

志愿者工作总结与表彰会以视频会议的形

式在线上召开。清华艺博公教部成员以及

本馆志愿者近 8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公

共教育与对外关系部王玟惠主持。

会上，公共教育与对外关系部堵佳艺

对 2019-2020 年度志愿者工作进行了回顾

和总结。接着，三位志愿者代表深入分享

了志愿工作的经历与感受。公共教育与对

外关系部副主任张明代表艺术博物馆对年

度优秀志愿者进行表彰，10 位志愿者荣获

组织贡献奖，12 位获杰出服务奖，3 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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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教活动

  艺博微视 | 开馆四周年，还
记得那个流光溢彩的启航之夜吗

9 月 10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艺博微视

第 6 期，带观众回顾了四年前艺术博物馆

开馆之夜的盛况。

清华学人的手札墨迹、清华简上的经

典、梁思成先生的建筑手稿、祝大年先生

的白玉兰，还有清华藏珍的书画、织绣、

陶瓷、家具以及达·芬奇的手稿真迹……

开馆初期呈现给公众的艺术珍品，在流光

溢彩中接踵而现。在开馆四周年之际，让

观众重温了开馆的时光。

 艺博微视 | 一位清华艺博志
愿者“非凡之年的平凡之路”

9 月 25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艺博微视

第 7 期，讲述了艺博志愿者张燕在疫情期

间为抗疫所做的公益实践。

张燕先后通过线上讲座为 3500 个孩子

和家庭分享艺术博物馆织绣厅的珍品，组

织家人积极响应艺博志愿团队“44 小时爱

心抗疫行动”，并为武汉医疗机构捐款购

买急需用品。此外还协助艺博“云讲解”“云

讲座”等教育活动的直播拍摄。她的四幅

摄影摄像作品入展 “窗口 2020——疫情时

期图像档案展”，成为艺博第一批电子藏品，

并在 1039 北京交通广播分享了自己与博物

 艺博微视 | 如果水墨会说话
10 月 10 日，艺博微视第 7 期推送了

《人民日报》新媒体节目《你好，中国风》。

节目走进艺术博物馆，由常务副馆长杜鹏

飞和张晓龙对谈，聚焦“传统文化的活化”

这一主题，结合艺术博物馆书画展藏品，

共同探讨水墨变化，带领大家领略水墨的

交织洇染。

 艺博微视 | 中小学生需要怎
样的博物馆教育

10 月 30 日，艺术博物馆艺博微视推

出第 9 期，来自央视《新闻 1+1》栏目，

连线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探讨中小学生需

要怎样的博物馆教育。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以来，注重

面向中小学生的博物馆教育与文化艺术普

及。积极组织面向学生的团体参观，先后

开展包含泥塑、剪纸、版画、扎染、海报

设计等在内的“手作之美”艺术创作课程，

并支持相关研学活动；与北京卫视卡酷少

儿频道合作研发面向 7 至 14 岁学生的博物

馆视频课程；开馆至今，为 415 组艺博家

愿服务团队获优秀团队奖。公教部现任志

愿者工作负责人王玟惠带领大家回忆了志

愿者团队的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

说明。最后，志愿者纷纷展示了各自的才艺，

在线为大家表演了吉他弹唱、歌曲、舞蹈

等节目，共度了一段美好时光。

志愿者总结表彰会在线上举行

  文创上新：岁月不语，记四
季食事—三果纹高足碗

金秋 10 月，艺术博物馆推出文创新品

三果纹高足碗。以馆藏品“青花釉里红三

果纹高足碗”为基准，对器型稍作调整，

以满足现代人的使用习惯和不同的场景需

求。

著名的中式生活美学著作《长物志》

一书记载了晚明士人生活的闲情逸致。所

谓“长物”意为“多余之物”，饥不能果腹，

寒不能暖身，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体

验独特的生活情调。此件文创产品正是以

此为意，将艺术之美置于生活，通过这样

的文创美物为大家带来更具文化性和趣味

性的生活体验。

馆的故事。她通过点滴的实践和付出，展

现了清华艺博志愿者的风采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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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讲解 | 馆藏书画和织绣专场
直播导览

9月18日，艺术博物馆的“云讲解”栏目，

典藏部的安夙和高文静带观众欣赏了馆藏书

画和织绣展的藏品。

本次直播是首届北京 CBD 艺术季活

动之一，通过“艺术引领城市 Urban Life 

with Art”这一主题，围绕艺术 & 城市 &

人展开城市景观，以“传统文化承续与 CBD

现代都市对话”为核心展开的系列活动。

  云讲解 | 展厅直播“美育人
生—吴冠中百年诞辰艺术展”

10 月 8 日， 是 艺 术 博 物 馆“ 美 育 人

生——吴冠中百年诞辰艺术展”的最后一

天。艺术博物馆特别邀请到清华大学文科

资深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

带观众共同赏析展览，了解和洞悉吴冠中

这位伟大艺术家的作品与人生。

  艺术沙龙 | 小水井苗族农民合
唱团“邂逅彩云之南”

9 月 13 日傍晚，艺术博物馆举行了艺

术沙龙第 9 期，邀请云南小水井苗族农民

合唱团为观众带来合唱表演。小水井苗族

农民合唱团团长张晓明、艺术博物馆副馆

长苏丹进行了对谈。

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多次获得国内

外合唱大奖，并应邀参加国内外大型演出

活动，多次与国内外著名乐团及艺术家合

作，他们的精彩表演受到了各界专家学者

和全国乃至世界观众的普遍赞誉。

  云讲解 |  展厅直播“立象尽
意—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

10 月 22 日，艺术博物馆邀请白雪石

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张夫也，带领观众通过直播赏析

艺术沙龙合唱演出现场

高文静和安夙为观众直播讲解展览

庭会员（含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供专项

或优享教育服务。

  艺术沙龙 | “浪漫初秋·诗意
巴黎”专场音乐会

10 月 1 日，正值国庆和中秋假期，艺

术博物馆延迟闭馆，在一层大厅举行了艺

术沙龙第 10 期，旅法女中音歌唱家李颖、

中国国家大剧院钢琴艺术指导、旅德钢琴

演奏家岳鹏、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特聘教师、旅德小提琴家张娇来馆举行专

场音乐会。音乐会后，还进行了法国沙龙

文化互动交流与导赏。

音乐会现场

杜大恺为观众讲解吴冠中百年诞辰展

“立象尽意——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

通过欣赏这些精品力作，了解白雪石的创

作成果和特点，以及中国画现代发展的历

史轨迹。

张夫也为观众讲解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

  手作之美 | 亲子活动·设计
“吴冠中艺术展”小小海报

9 月 26 日，艺术博物馆“手作之美”

第 39 期在“美育人生——吴冠中百年诞辰

艺术展”展厅和创意工作坊进行。本期主

题是设计“吴冠中艺术展”小小海报。课

程由展览部设计师杨晖主讲，包含“展厅

导赏”“小小海报制作”“分享与交流”

三个部分。来自艺博会员与社会公众 8 组

家庭参与。

杨晖在活动中为小朋友讲解海报设计

小朋友创作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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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欣赏 | 秋风起，雁南飞，
邀君共赏霜下杰

10 月 22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云欣赏”

栏目，由典藏部高文静撰文赏析馆藏缪谷

瑛所绘的菊。

《周易》有载九为阳数，而九月九日

则是双九相重，故名“重阳”。重阳之日，

秋高气爽，有举家登高，佩戴茱萸，吃重

阳糕，饮菊花酒，赏菊赋诗等习俗。值此

重阳之际，特遴选清华艺博馆藏缪谷瑛所

绘之菊，与观众一同品鉴这“花中隐士”，

愿由里山人笔下菊花的柔韧娇美和千姿百

态，为秋日平添几分色彩和一缕花香。

  云观展 | “吉祥圣域—藏
传佛教绘画与造像艺术展”展品
欣赏（三）

10 月 16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云观展”

栏目，赏析“吉祥圣域——藏传佛教绘画

与造像艺术展”第五、第六单元。

“吉祥圣域——藏传佛教绘画与造像

艺术展”有幸将首都博物馆收藏的 26 尊造

吴冠中写生册的一页

   艺博映话 | 纪录片《答应
你》—陆蓉之跨界创作分享会

10 月 25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艺博

映话”第 14 期，邀请纪录片《答应你》导演、

  学术沙龙 | 融汇与转型—
张光宇的艺术与电影

10 月 26 日，艺术博物馆在四层报告

厅举行学术沙龙第 5 期“融汇与转型——

张光宇的艺术与电影”。沙龙由学术部徐

虹主持，邀请到汪家明、苏丹、唐薇、杭间、

张敢、李大钧、郭秋惠围绕张光宇的艺术

创作展开讨论。活动同时通过清华艺博官

方微博在线直播。

2020 年是张光宇先生诞辰 120 周年。

张光宇作为一位中国现代大美术之路的开

拓者、新艺术的传播者、现代美术教育家，

他的艺术创作活动广泛影响社会，对大众

的社会教育、审美教育起到重要作用。在

他的艺术世界里，中外古今无远近亲疏之

别。他游弋于经典、前卫与民间之间。作

为一位现代艺术诸多领域的先驱，他的艺

术创造和社会文化活动，深刻影响时代审

美与艺术趣味。

《答应你》分享会合影

张光宇学术沙龙现场

  云观展 | 吴冠中《长城—
秦皇岛授课记》写生册

9 月 24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云观展”

栏目，典藏部倪葭带观众走进吴冠中《长

城——秦皇岛授课记》写生册。该写生册

作为吴冠中先生家属捐赠给清华大学的藏

品之一，从未对外披露过。此前的研究对

于 1978 年秋季吴冠中先生带领学生进行的

长城——秦皇岛写生、授课之旅少有记载。

此批材料可以弥补过去研究的不足。

像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 38 件唐卡

并置展出。“云观展”系列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分三期呈现展览的全貌，本期邀观众

欣赏“女尊”和“护法”两个单元的展品，

以期了解唐卡绘制的流程、仪轨，体味唐

卡与造像艺术之美。

主演、著名策展人、艺评家陆蓉之与观众

分享交流。活动由艺术博物馆苏丹主持，

放映了纪录片《答应你》《傅申：笔墨究心》

的片段，并与嘉宾进行了互动。

《长城——秦皇岛授课记》写生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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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象尽意—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
20 世纪初期产生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画在继承传统与变革创新、西画造

型与笔墨语言、写实写生与反映生活等创作语境和思想交锋中向前发展，几代

中国画家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和发展大胆探索砥砺前行。白雪石先生就是中国

画现代转型与创造的实践者，他探索出自己独特的中国画语言和形式特征。清

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展出白雪石先生的部分代表性人物画、

山水画、花鸟画和速写作品，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观赏这些精品力作，

观众不仅可以看到白雪石的创作成果及特点，也能窥见中国画现代发展的历史

轨迹。

  蔡斯民镜头下的吴冠中
“蔡斯民镜头下的吴冠中”摄影展是蔡斯民先生于上世纪 80、90 年代所拍

摄的吴冠中先生影像作品的集萃。这些珍贵的图片是吴先生在新加坡、印尼、

英国、法国工作和游历过程中的传神写照，共 60 余张。本展也是继 2019 年“美

育人生——吴冠中百年诞辰艺术展”之后关于这位艺术界前辈的个人图片文献

展。这些图片所展示的生动形象既是对吴冠中创作的一种注释，也是对其精神

肖像描摹的一个侧面。

  吉祥圣域——藏传佛教绘画与造像艺术展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批十七至二十世纪的唐卡精品，包括反映本尊

题材的大威德金刚，充满图像志含义的吉祥天母，黑唐技法的财宝天王，以及沈

从文先生所捐的降龙文殊等。首都博物馆为北京地区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收藏有

近两万件古代金铜造像，此批精美的造像既体现出北京地区佛教发展的特色，又

展示了我国汉藏两系佛教艺术演变的全貌，深受广大佛教艺术研究者及爱好者的

推崇。此次展览有幸将首都博物馆收藏造像与我馆收藏唐卡并置展出，以期观众

借助本展了解唐卡绘制的流程、仪轨，体味唐卡与造像艺术之美。

  美育人生—吴冠中百年诞辰艺术展
本次展览共展出吴冠中先生的画作 111 幅，分别来自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清

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分三个单元展示，分别是“风筝不断线”、“形

式是画家的生命线”和“风格是背影”。这些作品中无论是早期的还是晚年的，

也不论是油画还是彩墨，画面表现无一例外地干净、澄澈，把世间的景象揉成一

片纯粹的色彩，再让自然的或世俗中的事物成为点、化成线，变作这混沌之中的

声鸣，如浩瀚天宇中的星汉，亦如流星划过夜空的轨迹。

   清华藏珍·丝绣撷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品展 / 织绣部分

> 展览信息

展览时间：2020 年 4 月 26 日至 2021 年 4 月 12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12 号展厅

展览时间：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8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一层展厅

展览时间：2020 年 9 月 1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三层展厅

展览时间：常设展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9 号展厅

展览时间：2020 年 8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8 号展厅



简报  2020058

2020 年第 5 期 / 总第 19 期

展览时间：常设展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11 号展厅

展览时间：常设展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13 号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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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有织绣四千六百余组件，以明清及近代藏品居多，

锦缎、纱罗、丝绒、刻丝等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品种应有尽有。本次展览中织绣藏

品绝大多数来自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旧藏，包含有明代刻丝凤穿牡丹团花，

清代镂空地三蓝打籽绣八仙过海马面，红芝麻纱地绣藤萝花蝶纹氅衣，藕荷暗花

绸地平金绣花卉纹百褶鱼鳞裙等名品杰作。

   清华藏珍·翰墨流芳——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品展 / 书画部分二

中国书画艺术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表现方法、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卓越的

艺术成就而享誉世界美术之林。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有着丰富的中国古代及近现

代书画收藏，包括自明代以来各个时期、各个流派名家的代表作品，能够清晰、

系统地反映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脉络。展览从数千件藏品中精心挑选出 90 余组

件，力图向观众呈现一部明代以来的中国书画艺术发展史。

   清华藏珍·随方制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品展 / 家具部分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有家具一百四十余组件，以凳椅类、桌案类和柜架

类为主，尚有少量橱柜类家具，时代自明至近现代。其中尤富盛名的是五十多件

以黄花梨、紫檀等材质为主的明式家具，有七件收录于王世襄先生编著的《明式

家具珍赏》。 本次展览的家具藏品绝大多数来自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旧藏，

包含明代黄花梨四面齐琴桌、黄花梨矮翘头案、黄花梨圈椅等传世精品。

   清华藏珍·晚霞余晖——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品展 / 瓷器部分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陶瓷两千七百余组件，时代自新石器时代至近现

代，其中以明清时期的藏品居多。陶瓷种类丰富，包括红陶、灰陶、彩陶、黑陶、

原始瓷、青瓷、颜色釉瓷和彩绘瓷等，工艺技法全面、表现题材丰富、历史延续

完整，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的陶瓷艺术成就。本次展览的瓷器藏品绝大多

数来自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旧藏，以清康、雍、乾三朝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烧

造的瓷器为主，如清康熙胭脂水压手杯、清雍正釉里红龙纹油锤瓶、清乾隆青花

竹石玉壶春瓶等名瓷精粹。

展览时间：常设展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10 号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