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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士 和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

中国油画学会理事

中国壁画学会会长

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1976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

198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壁画研究生班

1988-1989年作为高访学者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进修

1995-1997年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系首任系主任

1998-201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

2003-201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院长

1999-2014年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1999年起任中国油画学会理事

2010年起任中国壁画学会会长

2013-2016任中国政协文史馆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政协文史馆研究馆员、

中国政协文史馆油画研究院院长及学术委员会主任

2016年起任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油 画

1985《矿工组画之一》（素描） 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素描卷》

1985《黄河·正午》（油画） 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油画卷》

1996《寒假里》（油画） 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油画卷》

1993《室内·灯下》（油画） 中国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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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初雪》（油画） 中国美术馆收藏

1996《夜》（油画） 上海美术馆收藏

1995《黄河》（油画） 全国政协收藏

1998《江南忆》（油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

1986《高原的云》（油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

1989《校长肖像》（油画） 英国基尔大学收藏

1989《运河》（油画） 乌克兰敖德萨东西方艺术博物馆收藏

1997 油画肖像：《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获中国油画展优秀奖，被教

育部指定为爱国主义教材）

1990——1997油画《室内》系列

1996——200 油画写生风景系列

2006 安徽宏村油画风景写生系列

2006 北欧考察写生系列

2007 苏州园林油画写生系列

2007
避暑山庄油画风景写生系列《大红台》、《暮

色下的宫殿》等

2007 意大利考察写生系列

2008 大型风景油画写生《金山岭》、《金融街》

2008
秦岭油画写生系列、广西北部湾油画写生系

列、浙江兰溪油画写生系列

2009
瑞金、遵义、延安时期毛主席的书桌和餐桌

等油画作品 12幅

2009 《开国元勋毛泽东》、《天下为公 · 孔子》等

2009
《大运河・通州塔影》（油画）、《元大都・海

子》（油画）

2010
张北坝上油画《美术班学生》、《当选》等；

台湾写生《花莲榕树》等

2010
《香港大学》（油画）、《广州孙中山纪念堂》

（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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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浙江丽水、山东长岛油画写生系列

2011
大型历史油画《东方欲晓》、大型历史油画《孙

中山・伟大的里程碑》

2011
宁夏《花儿与少年》（油画）、《两位优秀教

师》（油画）

2011 福建崇武《惠安女》（油画）

2011 广东东莞人物・风景油画写生

2011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校园油画写生

2012 在云南圭山和会泽、澳门等地写生创作。

2013
在河北崇礼、广西遇龙河、江苏太湖、广东

湛江渔村写生创作。

2014
在辽宁旅顺渔村、俄国远东地区、广东梅州

市、开平市写生创作。

2015
在河南三门峡市参加《黄河情・南洋风》写

生创作活动，创作《石壕村村口》等。

2016

在马来西亚写生，创作《南洋华人画家江石

文和他的妻子》等。在福建惠安写生，创作

《惠安行》等。

壁 画

1981年《避暑山庄》 广州白天鹅宾馆

1985年《黄鹤楼的传说》 武昌黄鹤楼贵宾厅 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壁画卷》

1985年《牛战白虎》 北京龙泉宾馆安装 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壁画卷》

1988年《缪斯》、《孔雀》 桂林文华大酒店

1990年《星空》、《科学·理性》 北京四中校园壁画

2009年《万寿山》 北京地铁四号线西苑站 参加第 11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2009年《颐和园万寿山图》 北京地铁四号线西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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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1984-1986年《走向未来丛书》封面设计

1987年获全国书籍装祯一等奖

着 作

《画布上的创造》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素描谈》（合着执笔） 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7年

《戴士和》（画集）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

《戴士和》（画集）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

《学院派写生技巧——戴士和油画风景

写生》

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1年 3月

《对视阳光——油画风景教学讲座》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 7月

《02-03-04 戴士和笔记 三年集》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5年 8月

《写意油画教学》（被评为北京市高教优

秀教材）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月

《戴士和油画写意集》 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8年 11月

《戴士和静物写意》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 5月

《画布上的创造》修订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2月

《戴士和》画集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

《苹果落地》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

近年主要画展

 《画我所要——戴士和油画写意展》，中国美术馆，北京，2008 年 11 月 8

日—16日

 《戴士和油画展》，天津博物馆新馆，200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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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士和油画展》，湖北美术节·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武汉，2009年 11月

 《中央美术学院素描展》，参展作品《悉尼印象》，纸本素描，160x900cm，

2009年，北京

 《戴士和油画展》，敦煌艺术中心，上海，2010年 6月 6日—20日

 《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展》，参展作品《金融街》，油画，200x700cm, 2010

年，北京

 《此情此景》，参展作品《 金山岭》、《金融街》，《野姜花》，2010年 4月，

台北美术馆

 《伟人足迹——油画写生作品展》，2010年，参展作品：“开国元勋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4幅，每幅 220x115cm,“毛两桌”9幅，风景 3幅，

每幅 120x120cm，

 2010 年，先后展出于中国美术馆、民族宫、军博，北京

 《金陵百家油画展》，参展作品《风雨遵义》，油画，120x120cm,江苏省美术

馆，南京，2010年 12月

 《艺术中国》，参展作品《金融街》，油画，200x700cm,环铁展区；《金山岭》，

油画，200x700cm，十三陵展区，2010年 12月，北京

 《人间瓷画》六人联展，清华大学美术馆，2010年

 《趣在法外——戴士和油画展》，马奈草地艺术空间，北京，2011 年 1 月 8

日—3月 9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中国油画展》，参展作品《东方欲晓——中

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200x600cm）、《花儿与少年》（120x360cm）、

《两位教师（120x120cm）,《中国美术馆，北京，2011 年 5 月 6 日—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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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辛亥百年——人物油画作品展》，参展作品《孙中山——伟大的里程碑》

（190x400cm），中国美术馆，2011年 9月 29日 —10月 12日

 《孙中山足迹写生油画作品展》，参展作品《碧云寺》（120x120cm）、《香港

大学》2幅（各 120x120cm）、《广州孙中山纪念堂》（120x120cm），中国美术

馆，2011年 10 月 13日——10月 29日

 《情系白桦林——1990年代后留俄美术家联展》，参展作品《东方欲晓・共

产党早期组织》（200x600cm）、《惠安女》（100x180cm）、《花儿与少年》

（120x360cm），《春到圭山》（120x120cm），中国美术馆，2011年 7月 11日

——7月 19日

 《再写生 共写意》，参展作品《云南会泽人物肖像》（100x100cm）四件，中

国美术馆，2013年 3月

 《第 12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参展作品《万寿山》（200x200cm, 陶瓷壁画），

北京

 《中国写意——中国美术馆邀请展》，参展作品《花儿与少年》、《惠安女》，

中国美术馆，2015年 2月

 《历史的温度》，参展作品《花儿与少年》，上海中华艺术宫，北京、重庆、

西安等地巡展，2015——2016年

 《文脉传薪——中国写意油画名家邀请展》，参展作品《别了，大海》

(200x500cm)，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北京、西安、重庆、长春等地巡展，

2015-2016年。

 《黄金腹地行》，参展作品《情歌》(120x90cm)、《可可托海风景》(80x120cm)

等，上海美术馆，北京、乌鲁木齐等地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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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参展作品《阿尔泰山下》（120x90cm）等，江西景德镇，北京

太庙、泰国曼谷巡展，2016年

 《天工开悟》，参展作品《合掌村》3联画，北京今日美术馆，2016年

 《中国艺术节》，参展作品《惠安行》，西安博物馆，2016年

 《在意——第二届中国油画双年展》，参展作品《文山刘刚和他的朋友》等

12件油画作品，中国美术馆，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