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国际画院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t academy 

  香港国际画院是国际化、多元化、集团化的艺术机构和经济实体，2000年在香

港注册成立，由1983年成立的香港现代书画研究会发展而来，辖有国际美术报

社、出版社、中国华东分院、加拿大分院、日本分院、20个艺术委员会、5个网

站、日本东方美术馆、名家画廊、艺术沙龙、青藏总部、东京联络处、大阪事

务所、国际美术报友会、国际美术研究所、酒店管理公司、物业管理公司、国

际旅行社、国内外代理商和3套香港房产，现有16国781名成员，分布于香港地

区及亚、欧、美、澳、非洲。 

香港国际画院英文注册名称：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T 

ACADEMY 

英文简称：HKIAA 

香港登记证号码：31297016-000-09-00-8 

香港国际画院院徽：象征香港国际画院是连结全球的纽带、跨越国界的桥梁。 

香港国际画院院训：以作品说话，凭实力发展。 

香港国际画院网站：www.hkiaa.ca  

香港国际画院负责人名录 

（相同职务以加盟时间为序） 

董事会 

董事长   

田标（香港现代书画研究会理事长、国际美术报总编） 

副董事长 

刘锡平（香港国际画院院长、国际美术报社社长、香港现代书画研究会名誉会

长） 

甘雨（美国博士、香港国际画院副院长、国际美术报社副社长、香港现代书画

研究会副会长） 

http://www.hkiaa.ca/


角谷贤二（日本博士、香港国际画院副院长、日本华仙画廊总裁） 

秘书长   

田松（香港国际画院董事、香港居民） 

监事会 

主席  顾美华（香港居民） 

副主席 

管梅芬（香港居民）    

汤建国（中国江苏代理）    

刘谦泉（台湾省实业家） 

顾问委员会 

高级顾问 

刘万国（中国中央国家机关书协常务理事、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书画会副会长、

中国书协会员）、刘质彬（中国台湾省刘氏宗亲会会长）、小林司（日本实业

家、议员）、山本荣次（日本名古屋国际美术馆馆长）、坂本敬四郎（日本中

国物产馆馆长）、姚小尧（中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书协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委

员、中国书协会员）、王书平（中国美协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政协委

员）、王木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顾问）、

黄祖兴（安徽省美协顾问、中国美协会员）、吴秩华（中国侨联委员、无锡市

华侨书画院院长）、程坤（中国无锡市书协名誉主席、中国书协会员）、董文

（中国书协理事、辽宁省书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兼辽宁省副主委）、侯学

源（原中国辽宁省军区少将副司令）、姚铁山（原中国青海省军区少将副政委、

新疆政协常委）、叶庆文（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会员）、张一凡（中

国书协理事、贵州省书协名誉主席）、杨德衡（辽宁画院副院长、中国美协会

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柴建方（中国书协理事、宁夏书协副主席、宁夏书画

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宫正（江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高级法律顾问 



李紫云（中国公安部原局长、省军级待遇离休干部）、刘昆璋（湖南省人大内

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孙蔚（无锡市法学会会长、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

刘琴（中国公安部正师级离休干部） 

艺术顾问 

于长胜（中国美协会员、长春美协副主席）  

李义兴（中国书法杂志社编辑、中国书协会员）  

郑必宽（江苏省书法艺术研究会会长、江苏美术出版社书画室主任、中国书协

会员）  

孙泳新（中国国际书画研究院院长、海峡两岸书画艺术家协会副会长）  

盖慧旭（中华当代书画艺术研究会会长、中国书协会员）  

阎永丰（无锡市华侨书画院副院长）  

齐鹤龄（辽宁省美协理事、锦州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会长、中国美协会员）  

石美鼎（四川省美协理事、自贡市美协主席、自贡国画院院长）  

盛敦荣（桂林炎黄书画艺术研究院长、致公党桂林市艺委会主席）  

毛雪峰（新疆书画研究院院长）  

胡永法（奉化市美协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  

廖俊鸿（巴蜀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国美协会员）  

王成书（青岛国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  

张中华（武陵书画家协会会长）  

张旭（会州书画艺术院院长、《西域书画研究报》总编、中国书协会员）  

黄河人（豫苑书画研究院院长、《东方墨潮报》社长）  

高太祺（杭州市宋城画院艺术顾问） 

院长    

刘锡平（香港国际画院副董事长） 

副院长 

甘雨（香港国际画院副董事长、美国博士）、安部杏村（日本书艺院审查员、



全日本书道联盟会员）、李秀峰（甘肃省美协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

美协会员）、李潺（湖南省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单应桂（第三届中国美协理事、山东省美协副主席、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王

鸿玉（中国书协会员、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书协顾问）、赵先闻（香港

国际画院董事、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陈斌（香港国际画院董事、

出版社副总编、中国美协会员）、胡晓幸（香港国际画院董事、中国美协会员、

国家一级美术师、昆明画院院长）、沈德志（宁夏文联和宁夏美协副主席、银

川书画院院长、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角谷贤二（日本博士、日

本东方美术馆馆长、国际美术研究所所长）、杨少彤（中国美协会员、青海省

美协副主席）、李秀忠（中国美协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辽宁省美协常务副

主席）、戈沙（第三届吉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协会员）、于化鲤（中

国美术出版研究会会长、天津市美协顾问、中国美协会员、天津人民美术出版

社原社长）、李兵（中国美协理事、四川省文联副主席） 

秘书长   

田松（香港国际画院董事、香港居民） 

副秘书长 

刘武昌（香港国际画院董事、台湾省实业家） 

徐建平（香港国际画院董事、日本华侨） 

大陆首席代表   

华群（香港国际画院董事） 

营业部 

经理  黄静宜（香港居民） 

副经理  田嘉俊（英籍香港居民） 

展览部 

经理  郅洁（香港居民） 

策展人 



何颖（书画鉴定硕士、中国书协会员） 

香港国际画院华东分院 

院长 

徐翔琪（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香港国际画院院士、实业家） 

副院长 

高仁岐（中国美协会员、陆军大校、山东省美协理事） 

朱拙（著名当代画家、周庄国际画家村艺术委员会副会长） 

香港国际画院日本长野分院 

院长  牧内茂博（香港国际画院常务理事兼日本长野县干事长） 

香港国际画院加拿大多伦多分院 

院长  舒捷（香港国际画院董事、加拿大华侨） 

香港国际画院北京总裁 

刘文星（中国美协会员） 

香港国际画院天津总裁 

张恩祥（中国美协会员） 

香港国际画院安徽总裁 

杨志（中国美协会员） 

香港国际画院网站 

站长   

舒捷（香港国际画院董事） 

中国山水画艺术委员会 

主席   

孙鸣邨（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原辽宁省文史馆馆长） 

副主席   

藤泽树（日本水墨画会会长）、张弟德（上海宝山画院副院长）、心源（中国

书协会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艺术系教授、硕士生导师）、陈恺（中国美协会



员）、于军福（中国美协会员）、孙有庭（无锡城市学院副教授、出版社编审）、

宋智明（四川省美协理事、中国美协会员）、邵长荣(千岛书画院院长)、贺远征

（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协会员）、马德波（日照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美协会员）、萧明坤（古韵轩经理）、葛伟（商洛书画院院长、中国美协会

员）、吴泉棠（中国美协会员）、朱荣耀（桐乡市美协副主席、中国美协会员）、

万德银（中国美协会员、硕士）、张充吕（齐齐哈尔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

美协会员）、张雄鹰（邯郸大学美术教授、中国美协会员）、魏振保（中国美

协会员）、龙菊（中国美协会员）、陈飞翔（安徽省书画创作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美协会员、安徽省美协理事）、谢其云（中国美协会员）、 

中国花鸟画艺术委员会 

主席   

张有（辽宁美术出版社编审、辽美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国美协会员） 

副主席   

孟庆舒（怀州书画院院长、中国美术杂志社副社长、中国书协会员）、陈义水

（国家一级美术师、长乐市书画院院长）、朱金华（什邡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李雁（中国美协会员、职业画家）、李军（神州文化艺术社社长）、郑瑰玺（宜

昌市美协副主席、中国美协会员）、潘锡林（天长市书画院院长、中国美协会

员）、陈春剑（中国美协会员）、梁丹雯（福建省美协理事、中国美协会员）、

何西（福安市画院院长、中国美协会员）、王怀基（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美协会员）、撖学文（宁夏美协理事、中国美协会员）、李君明（新疆花

鸟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美协会员）、刘西林（中国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美协

会员）、逄建明（诸城市文化馆副馆长、中国美协会员）、左文汇（中国美协

会员）、赵广仁（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肇东市美协副主席、中国美协会员） 

 

中国人物画艺术委员会 

名誉主席   



赵根成（河南省美协理事、信阳市美协主席、中国美协会员） 

林志强（厦门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美协会员、福建省美协常务理事） 

主席   

胡冰（四川省美协理事、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副主席   

张守中（山西省美协理事、晋中地区美协副主席）、张恩祥（中国美协会员）、

王小平（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委员、国防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美协会员）、孙

晓东（辽宁画院国画书法创作室主任、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杨

允澄（双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协会员）、梁永贵（宁夏书画院一级美术

师、中国美协会员）、琚俊雄（天津市美协理事、中国美协会员）、邓敦伟（钦

州市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会员）、张双凤（辽宁省美协理事、中国美协会员）、

巫维轩（福建省美协理事、福州大学教授、中国美协会员）、陈龙（甘肃省美

协理事、中国美协会员）、杨德玉（沂蒙画院院长、中国美协会员）、朱光荣

（中国美协会员、主任编辑）、杨振廷（徐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

协会员）、王双凤（中国美协会员）、范春晓（中国美协会员）、刘新和（中

国美协会员） 

动物画艺术委员会 

主席   

王志坚（湖南省美协理事、湖南省工笔画学会副会长、湘潭市美协副主席、中

国美协会员） 

油画艺术委员会 

名誉主席 

黄来铎（中国美协会员） 

蔚国银（中国美协会员） 

主席   

邓华（解放军原总装某部文艺创作室主任、陆军大校、中国美协会员）、 



副主席   

钟定强（西南大学教授、中国美协会员、重庆美协理事）、谷宪介（日本油画

家）、赵春（中国职业画家）、刘文星（中国美协会员）、堀井文夫（日本油

画家）、鞠大伟（黑龙江省美协理事、中国美协会员）、李志忠（延安市美协

副主席、中国美协会员）、柏佳甫（别名柏华，中国美协会员）、卢野（新疆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会员）、朱守信（浙江理工大学教授、中国

美协会员）、徐冰（中国美协会员、滨州学院美术系讲师）、源马和寿（日本

吾曜会会长）、笕流石（日本著名油画家）、田卫戈（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甘肃省美协理事、中国美协会员）、罗坚（南昌大学教授、中国美协会

员）、柳忠福（中国美协会员、河北省美协理事、原邯郸市美协主席）、徐剑

鹏（中国美协会员）、赵伟东（凤城市美协副主席、中国美协会员）、汪昌林

（安徽省美协水彩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协会员）、李广德（吉林省美协

理事、中国美协会员）、王居龙（中国美协会员）、李春华（云南省摄影家协

会秘书长、中国美协会员）、吴玉柱（民革中央画院理事、中国美协会员、教

授）、李驭时（职业画家、中国美协会员）、解危（中国美协会员）、田丰（四

川教育出版社高级编辑、中国美协会员）、孙建刚（中国美协会员）、孙晋青

（青海省美协理事、中国美协会员）、林山（绵阳市美协副主席、中国美协会

员）、魏海彬（中国美协会员、中国油画创作院院聘画家、北京油画学会会员） 

水彩画艺术委员会 

名誉主席    

李杏（庐山画院院长、庐山美协主席、中国美协会员） 

蒋友舜（国家一级美术师、广西美协理事、柳州市美协副主席、中国美协会员） 

主席    

谢凯（新疆水彩画研究会会长、中国美协会员） 

副主席  

吉成林（临汾市美协副主席、中国美协会员）、阳小毛（中国美协会员）、余



忠为（民建福建省委文化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美协会员、福建省美协理事）、

蒋高仪（中国美协会员）、廖真武（中国美协会员）、毕永祥（中国美协会员）、

韩梅（乐山市水彩画研究会会长、中国美协会员）、李增吉（中国美协会员）、

陈利（中国美协会员）、陈杰雄（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协会员）、张

玉坤（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中国美协会员） 

粉彩画艺术委员会 

主席   

迟恨非（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会员）   

副主席   

蒋晓林（溧阳市美协名誉主席、中国美协会员） 

戴永杰（宁夏美协理事、宁夏美协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协会员） 

版画艺术委员会 

主席   

特·瑞奇（美国版画家） 

副主席   

邵一（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莱西市美协副主席、胶东书画院副院长） 

覃高阳（广西美协理事、河池市美协主席、中国美协会员） 

重彩画艺术委员会 

主席   

王小晖（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政协委员、中国美协会员、

山东省美协理事） 

钢笔画艺术委员会 

主席 

孙建刚（中国美协会员） 

书法艺术委员会 

主席    



邓锡禄（桂林市书协主席、广西书协理事、中国书协会员、桂林市政协副主席） 

副主席   

杜起文（永城市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会员）、李良晖（顺德市书协主席、中

国书协会员、广东省书协理事）、吴圣麟（上海书道院院长、中国书协会员）、

曾腊（汨罗市书协副主席）、马德水（中国书协学术委员）、杉田雨山（日本

丰桥书道会会长）、陈振海（香港国际画院理事）、田喜安（民盟汉中市委宣

传部长、中国书协会员）、辛德甫（原锡山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乃强（辽

阳市书法家协会秘书长、中国书协会员）、角谷华仙（日本东洋书道学会最高

师范）、曾德宏（宜宾市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会员）、王德华（中国书协会

员）、赵广文（中国书协会员）、吴月霖（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教授、

中国书协会员）、许磊（中国书协会员） 

篆刻艺术委员会 

主席    

韩焕峰（河北篆刻研究会长、河北书协常务理事、中国书协会员） 

副主席   

郭俊（原空军大校师参谋长）、倪东胜（宿迁市政协委员）、吉文鹏（国家一

级美术师、户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雕塑艺术委员会 

主席   

波塔利斯（法国雕塑家） 

副主席   

川濑完治（日本雕塑家） 

萧艺（香港雕塑家） 

当代艺术委员会 

主席 

王忠和（民革中央画院理事） 



副主席 

辜学耕（四川画家）、宿婕（北京画家）、郑蓉蓉（上海画家） 

摄影艺术委员会 

主席   

徐翔琪（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香港国际画院院士、实业家）  

设计艺术委员会 

主席   

柿野健一（香港国际画院常务理事、日本一级建筑士） 

朱崧涛（一级美术师） 

刘观庆（江南大学教授、江苏省工业设计学会副理事长） 

艺术理论委员会  

主席   

陈雨光（著名艺术理论家） 

漫画艺术委员会 

主席   

李鼎元（甘肃画院高级美术师、中国美协会员）   

动画艺术委员会 

主席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吴钧 

艺术鉴定委员会 

主席   

浦伯清（江苏文海拍卖公司董事长） 

 

理事会 

常务理事 



刘胜义（董事、东京代理） 

刘长炜（董事、神户代理） 

铃木美子（董事、东京代理） 

大贺美圀卫（董事、日本岛根代理） 

柿野健一（香港国际画院设计艺术委员会主席、日本一级建筑士） 

永井三千子（日本オフィスア-ク画廊经理） 

崛合实（东京鸿昌株式会社社长） 

沼田真之辅（日本广岛市国际青年会馆馆长） 

李野林（四川省经济文化协会副会长） 

刘大维（旅泰华人） 

张录明（艺术沙龙总经理） 

李雁（中国美协会员、职业画家） 

邵正夫（上海之家艺术沙龙理事长） 

林崇桃（温州书画院院长） 

叶风（海安政协副主席、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 

常生成（世界书画家协会会员、一级警督、甘肃省书协会员） 

周伯鲁（安徽省泾县山城大酒店董事长） 

程凯（天水市文联常务副主席、甘肃省书协会员） 

许峰（敦煌中国画院副院长、甘肃省美协会员） 

周正民（上海浦东新区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赵梅林（淮安书画院高级美术师、江苏省美协会员） 

普海淞（曲靖市美协水彩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协会员） 

魏海彬（北京职业画家） 

张博（北京职业画家） 

杨朝雨（职业画家） 

李新辉（职业画家） 



王巴婴（四川省美协会员、乐山师范学院美术系副教授） 

刘吉祥（福建省美协会员） 

沈汀（无锡名家画廊总经理） 

吴钧（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美协会员） 

程耀伦（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谢发树（福建公安美术家协会会员） 

 

理事 

韩克（香港现代书画研究会理事、无锡市老年大学书画研究会理事长） 

许德仁（高级工艺美术师、香港现代书画研究会理事） 

驹井达二（日本收藏家） 

河田昌俊（日本收藏家） 

木村进（日本印刷专家） 

崛安二（日本高松市得感堂经理） 

罗娜（国际美术报罗马记者） 

诸中仁（国际美术报芬兰记者） 

王春燕（国际美术报伦敦记者） 

长田笃（日本香川代理） 

八木真治（日本枥木代理） 

外山贵美子（日本熊本代理） 

植田可一（日本名古屋代理） 

木曾尚之（日本神户代理） 

奥野律子（日本大阪代理） 

胡波（宁夏画家村主任、宁夏美协会员） 

刁永泉（汉中市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书协会员、中国作协会员） 

徐福良（高级书法师） 



邾羲白（无锡板桥画廊经理、国际美术报摄影记者） 

高希明（国家一级美术师、丹东市美协理事、辽宁省美协会员） 

朱先钧（安徽省当代书画艺术研究社副社长、安徽省书协会员） 

李兴海（中国当代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退役空军上校） 

陈华（山东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张景田（大连市工商联副会长、现代民族书画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张志强（河北省廊坊师范学院艺术系教师） 

王兆基（上海市书协会员） 

王德忠（苏州东方画廊总经理） 

牛午（内蒙古海拉尔市呼伦贝尔学院美术系教授） 

齐国政（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新世纪书画研究院副院长） 

秦顺宝（新疆教育学院教授） 

龚济南（陕西书画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咸阳书画院副院长） 

赵凤山（辽宁省岫岩县文化局局长、岫岩县书协副主席） 

郭笃强（咸阳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 

胡学渝（新疆沙湾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伊犁州政协委员） 

吴震（上海南汇县计划委员会书记、上海民族书画院书法教授） 

梁成旺（农工民主党太原市委委员、香港世界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朱洪文（云南省峨山县统计局局长） 

陆桦林（新世纪书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赵泽（云南省弥渡县文化局副局长） 

周以坚（民革福州市委宣传处长、福州中山书画社常务副社长） 

梁汉钊（广东省顺德市德胜园艺工程公司总经理） 

潘乃聪（豫南书画院副院长、吉林省名人文化研究院副主席） 

胡雁翔（国家一级美术师、华翔书画社社长、阳新县美协副主席） 

曹声佳（海南省工商银行处长、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理事） 



仲永贵（甘肃省酒泉市能源公司总裁、高级书画师） 

李荣彬（客座教授、任教于曲靖市师范学院美术系） 

严子明（旅澳华人） 

刘山川（联络员） 

任旭（明清书画鉴赏收藏家） 

刘正东（职业画家） 

付传臣（日语翻译） 

 

 

 

国际美术报 

《国际美术报》是独立自由的国际主流美术媒体、面向上流社会的高端艺术报

纸，2001年6月28日创刊，在法国巴黎国际标准刊号总部和香港特区政府进行了

双重注册。国际标准刊号：ISSN 2071-6044，香港特区政府注册号码：TELA NR 

3975/90/01。《国际美术报》的中文、英文、拼音字母都进行了注册。 

   《国际美术报》资讯丰富、品位高雅、印刷精美，双月刊，对排版、调色、

纸张、油墨、印刷要求极高，被誉为世界一流艺术报纸。《国际美术报》以统

一规格多处印刷，印数五万份，赠予各大艺术团体、美术院校、华侨社团、艺

术媒体、拍卖公司、金融财团、民营企业、书画名家、政府高官、画院、画廊、

美术馆、博物馆、博览会、收藏家等。 

《国际美术报》在16国有编辑、记者、通讯员，很多美术馆为本报提供新闻和

图片，独家新闻源源不断。《国际美术报》在日本32个大中城市设立了支部。    

  《国际美术报》网站：http://worldart.hkia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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