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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文化艺术周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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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

!"$%

年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工

艺雕刻专业本科毕业!同年获得刘海

粟奖学金三等奖!

&"$%

年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 "原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型

系#任教!

'(((

年担任江南大学设计

学院公共艺术系副教授!

)(()

年担

任江南大学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导

师!

)((*

年担任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教授!

)(&*

年被评为江苏省雕塑艺

术大师$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全国城雕委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城

市雕塑家协会理事%江苏省雕塑家协

会常务副主席% 江苏省美协理事%雕

塑艺委会副主任%江苏省工艺美术学

会陶瓷艺专委副主任%江苏省陶瓷行

业协会艺委会副会长%无锡市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江苏省工艺美

术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安徽省

滁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特聘教授%

河南工程学院客座教授%易斯顿美术

学院客座教授$

&"$"

年雕塑&李白'入选(香港

中国现代艺术作品展)!

&""(

年雕塑

&少女'获(上海国际艺术博览会)铜

奖!

&""+

年雕塑&相扑为戏'入选(第

三届全国体育美术作品展)!

&""*

年

木雕 &小辫子 '获 (江苏省首届雕塑

展) 优秀作品奖!

&""%

年雕塑 &拳

击'入选(第四届全国体育美术作品

展)!

&"""

年雕塑&希望'获(第九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银奖"金奖空缺*!

)(((

年木雕&阿福'获(首届中国雕

刻艺术节雕刻艺术大赛 ) 三等奖 !

)((&

年雕塑&我们赢了'入选(第五

届全国体育美术作品展)!

)(()

年陶

瓷&裂'入选(第七届全国陶瓷艺术作

品 展 )!

)(("

年 雕 塑 &远 去 的 琴

声+++阿炳印象 '入选 (第十一届全

国美展)!

)(&(

年雕塑&谷雨'入选第

三届世界雕塑大会(全国城雕艺委会

委员作品展)!

)(&)

年雕塑&学游泳'

入选(苏州金鸡湖首届雕塑双年展)!

)(&)

年雕塑&梅兰芳'入选(经典艺

术+++国家画院全国美术作品邀请

展)!

)(&,

年雕塑&行走阿炳'入选第

四届世界雕塑大会(中国当代写意雕

塑展 )!

)(&,

年雕塑 &皇甫

隆 '荣获 (朝圣敦煌 )首届全

国城雕展特别奖$ 多次举办

个人展览!并出版了&徐诚一

文集 '等著作 $ 雕塑 &希望 '

&阿炳'&梅兰芳'&老子'等四

十多件作品分别捐赠给各大

美术馆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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