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大帅获奖记录 

2020年 荣获美国水彩画协会AWS第153届国际展大奖MARY BRYAN MEMORIAL 
MEDAL奖牌和$2500奖金。 

2019年 在美国丙烯画协会主办的美国丙烯画2019全国大赛中被评选为十杰奖。 
美国水彩协会AWS Newsletter Winter 2019-114版，署名会员专栏，荣登五幅
获奖作品。 

2018年 《法国水彩》杂志在2018年法文版第三十六期和英文版第三十期为奖励2017
年的国际水彩大赛的金奖获得者，同时免费提供十个彩色整版中心页，刊登

了十一幅作品和接受杂志主编采访的文章。 
在美国水彩协会第一百五十一届国际展中，荣获巡回作品展奖。 
在North Light books主办的第六届国际最好的丙烯画作品比赛中，从数千名参
赛作者中胜出，被选入《最好的丙烯画》专集之中。 
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红河水彩协会主办的第二十五届全国水彩展中，荣获铜牌

奖。 
在美国爱地兰特水彩协会主办的第三十七届全国水彩展中，荣获The Karen 
and Gary Lee奖。 
在美国国际实验艺术协会主办的第二十七届国际展中，荣获第三名奖。 
在美国North Star水彩协会主办的第四届全国水彩展中荣Schmincke奖。 
在美国专业美术家协会第九十展全国综合画种大展中荣获Claude Parsons 
Memorial奖。 

2017年 在法国《水彩杂志》和美国国家水彩协会联合主办国际水彩大赛中，荣获金

奖。 
在美国第44届落基山水彩协会全国水彩年展中, 荣获Huiting Wealth 
Management奖。 
在美国水彩荣誉协会全国水彩展中，荣获优秀作品奖。 
在美国休斯顿水彩协会第四十届国际水彩展中，荣获特优奖。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水彩协会第四十七届全国水彩展中，荣获第四名奖会员

奖。 
在美国匹斯堡水彩协会第七十一届国际水彩展中，荣获特优奖。 
荣获美国水彩荣誉协会署名会员奖。 

2016年 在美国NorthStar水彩协会第二届全国水彩展中，荣获荷尔拜因奖。 
在美国国际实验艺术协会第二十五届国际展中，荣获第一名奖。 
在美国国际丙烯画家协会第七届国际展中，荣获最高奖最佳作品奖。 
在美国水彩荣誉协会全国水彩展中，荣获WHS Morris Meyer Memorial奖。 
在美国Artavita第十八届艺术大展中，荣获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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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在美国落基山水彩协会第四十二届全国展中，荣获第二名奖。 
在美国艺术家联盟第一百零二届全国展中，荣获Catharine Lorillard Wolfe Art 
Club奖。 
在美国爱地兰特水彩协会第三十四届全国水彩展中，荣获第三名奖The Judith 
and A. Richard Cohen Abstraction奖。 
荣获美国落基山水彩协会署名会员奖。 

2014年 在North Light Books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最好的丙烯作品比赛中，从近二千名参
赛者中胜出，荣登《最好的丙烯画》专集之中。 
在美国爱地兰特水彩协会第三十三届全国水彩展中，荣获Martin Family奖。 
在North Light Book举办的第三届国际综合材料作品比赛中，获胜荣登《 综合
材料：告诉你艺术的故事》专集之中。 

2013年 在美国阿拉巴马水彩协会第七十二届全国水彩展中，荣获Salis lnternational 
Inc.奖。 
在美国路易丝安娜水彩协会第四十三届国际水彩展中，荣获Daniel Smith 
Artists Materals奖。 

2012年 荣登MARQUIS Who’s Who《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 2012。 
在美国《Art Buzz》举办的国际大赛中，荣获第一名奖。 
在美国休斯顿水彩协会第三十五届国际水彩展中，荣获第四名奖Board Of 
Directors奖。 
两件作品在美国华盛顿州艺术家协会举办的第四十三届全国年展中，分别获

第三名奖和Recognition奖，两个奖项。 
在美国透明水彩协会第三十六届全国年展中，荣获前三名大奖之一：以透明

水彩会员命名的会员奖。获前三名大奖的作品被美国当时最大、最有名的艺

术家系列杂志中的《美国水彩》夏季版刊发。 
在美国怀俄明水彩协会第二十七届全国水彩展中，荣获荣誉奖。 
被美国路易丝安娜Alexandria博物馆评选为五十件最佳作品之一。 
在美国《世界范围艺术典籍系列》出版社主办的第二届国际艺术大赛中，荣

获荣誉奖。 
在美国国家水彩协会（NWS）第九十二届国际展中，荣获NWS Members＆
Friends奖。 

2011年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水彩协会第四十二届全国展中，荣获Richard Barrett 
Memorial奖。  
在美国落基山水彩协会第三十八届全国展中，作品被协会评为整个展览中心

最佳作品，挂在展厅的最中央位置。同时选为《第三十八届全国展览作品

集》的封面和《展览中心期刊》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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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在美国北达科他红河水彩协会第十七届全国展中，荣获铜牌奖。 
在美国休斯顿水彩协会第三十三届水彩国际展中，荣获特优奖。 
在美国国家艺术家协会第八十届年展中，荣获Jack Richeson＆ Co. 奖 
在英国《美术》杂志举办的2010年专业美术国际大赛中，荣获大奖Great Art 
奖。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水彩协会第三十一届国际展中，荣获Honorable Mention
奖。 
在美国国家艺术家协会秋季会员展中，荣获荣誉奖。 
荣获美国国际丙烯画家协会署名会员奖。 
荣获美国东北水彩画协会署名会员奖。 

2009年 在美国国家蛋彩、丙烯画协会第五十五届全国年展中，荣获《奖给美国艺术

奖》-Gerry Lenfest Award For American Art。 
在美国休斯顿水彩画协会第三十二届国际展中，荣获特优奖。 
在纽约《曼哈顿国际艺术杂志》主办的以《她的故事》为主题的国际赛上，

荣获最佳纸上作品奖。 
在美国莎玛甘蒂艺术协会举办的非会员年展中，荣获美国专业美术家協会

奖。 
在美国西南水彩协会第四十六届年展中，荣获第三大奖-Ellen Owen Memorial 
Award。 
在美国国家艺术家协会第七十九届会员展中，荣获银牌奖。 
三幅获奖作品被肯尼迪家族出版人选入《美国最好的水彩画家》一书，其中

一幅作品被选为该画集的封底。 
在美国路易丝安那艺术家协会第三十九届River Road全国展中，荣获第三名
奖。 

2008年 被美国的《国际艺术家杂志》人物画竞赛单元被评选为十佳作品奖之一。 
在美国国家艺术家协会小作品年展中，荣获Honorable Mention Ribbon奖。 
在美国国家艺术家协会第七十八届全国年展中，荣获第一名奖。 
在美国专业美术家协会第八十届全国综合画种大展中，荣获最高奖：最佳作

品奖-The Best Painting in Show-the Newington奖。成为此展有八十年历史的首
位以水彩画获得最高奖的画家，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美国的《ART 
TIMES》做了报道。 
两件作品在美国华盛顿DC.微形作品和雕塑艺术协会第七十四届国际展中，一
件作品荣获第二名奖，另一件作品荣获Honorable Mention-Watermedia奖。 

2007年 在美国《美术杂志》1月号主办的美国艺术家Casein艺术大赛中，被评选为十
佳作品奖之一。 
在美国国家艺术家协会第七十七届会员展中，荣获金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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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伊利诺斯西北艺术协会以爱为主题的大赛中，荣获第四名奖。 
在美国阿拉斯加水彩协会第三十三届全国展中，荣获第三名奖。 
在美国专业美术家协会第七十九届全国综合画种大展中，荣获油画、丙烯类

主要奖项Raymond Chow Memorial奖。 

2006年 在美国专业美术家协会第七十八届全国综合画种大展中，荣获水彩类大奖

Winsor & Newton奖。 

2004年 获奖作品荣登美国《国际艺术家杂志》精选出版《一百名艺术家谈怎样画人

物》一书。 

2003年 荣登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1949年-2002年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辞典》。 

2000年 在纽约华盛顿广场户外展中，荣获Honorable Mention-Acrylic Klamath Herring 
Memorial奖。 

1999年 《由中国水彩画出现的几个问题所想到的》一文，发表在《中国水彩》第九

期的首篇上。同时发表三幅获奖作品，两幅作品被选为封二，一幅选为封

底。 
在第八届曼哈顿国际展中，荣获大奖。获奖作品发表在《曼哈顿国际艺术杂

志》9月-10月双月刋上。 

1998年 在第七届曼哈顿国际展中，荣获特等奖。获奖作品发表在《曼哈顿国际艺术

杂志》1998年（夏季版）上。荣登《美国的成功艺术家》一书。 

1997年 在第六届曼哈顿国际展中，荣获优秀奖。获奖名单发表在《曼哈顿国际艺术

杂志》1997年（夏季版）上。 
1997年在纽约艺术家联盟举办的只设一名获奖者的民选奖大赛中，荣获民选
大奖。 
1997年在纽约苏荷区AGORA-GALLERY举办的以《我的艺术》为主题国际赛
中，获优胜奖。作品在该画廊展出。同时荣登《艺术家光谱》一书。 

1996年 在纽约艺术家联盟举办的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中，荣获本届两个大奖之

一。艺术家联盟专门为这两个大奖的获得者举办个人专题展。纽约最大报纸

之一《每日新聞》和《艺术联盟会刋》都分别报道了获奖者的个人专题展及

评价和展览信息。 

1994年 三件作品同时入选中国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其中一件作品被选送为优秀作品。也被内蒙古自治区评为优秀作品奖。

成为第八届美展唯一一名同时入选三件作品的画家。（二件作品由内蒙古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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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一件由北京选送。共三件）作品先后在中国的《美术》、《美术报》、

《今日中国美术》、《江苏画刊》、《中国水彩》、人美的《水彩》、《中

国当代水彩》、《水彩画选集》《美术大观》、《光明日报》、《工人日

报》、《文汇》等等 上发表 。 
应邀参加《中国当代水彩名家展》。作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作品被编

入《中国当代水彩画》上、下两集之中。 

1992年 作品入选建国四十三年以来第二届全国水彩、水粉画展，优秀作品代表中国

美协赴美国展出，成为此展唯一被收藏的人物画。  

1989年 在读大学三年级时，利用课余时间，独立创作完成了《明月何时照我还》一

画，被评为选送全国第七届美展的内蒙古自治区优秀作品。并入选由中国文

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荣登《精选优秀画家

五十名》集子之中，成为当时全国入选的最年轻画家。 

 
  

孙大帅入选记录 
2020年 入选美国第十一届全国水彩画署名会员展。 

入选美国丙烯画协会主办的美国丙烯画2020全国展。 

2019年 水彩作品《吉祥蒙古》入选中国规模最大，参与范围最广，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

国家级综合性美术大展《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港澳台，海外华人作品展》，

港澳台，海外华人作品不参评国内的奖项。水彩粉画部分共入选十四名作者。 
入选美国爱地兰特水彩协会主办的第三十八届水彩展。 

2018年 入选美国水彩画协会（AWS）第一百五十一届国际展。 
入选美国乔治亚水彩画协会第三十九届全国展。 
入选美国佛罗里达视觉艺术中心第十一届全国双年展。 
入选美国国家水彩协会（NWS）会员国际年展。 
入选美国荣誉水彩协会全国水彩展。 
入选美国北达科他红河水彩协会第二十五届全国展。 
入选美国落基山水彩画协会第四十五届全国展。 
入选美国国际丙烯画家协会第九届国际线上作品展。 
入选美国国家油画、丙烯画协会2018秋季国际线上展。 

2017年 入选美国西北水彩画协会署名会员年展。 
入选南卡罗来纳水彩协会第一届全国Digital展。 
入选美国罗德岛水彩画协会全国年展。 
入选美国国家水彩协会（NWS）会员国际年展 
入选美国透明水彩画协会第四十一届全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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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美国西北水彩画协会第七十七届国际展。 
入选美国水彩画协会（AWS）第一百五十届国际展。 

2016年 入选美国艺术家联盟第一百零三届年展。 
入选美国圣地亚哥水彩协会第三十六届国际展。 
入选美国爱地兰德水彩协会第三十五届年展。 
入选美国西北水彩协会第七十六届国际展。 
两件作品入选美国田纳西第十五届Gibson County视觉艺术协会（GCVAA）全国
展。 
入选美国蛋彩、丙烯画协会第六十二届全国展。 
入选美国国家油画、丙烯画协会2016秋季国际线上作品展。 

2015年 入选美国国家水彩协（NWS）会员国际展。 
入选STEPHEN F. AUSTIN STATE UNIVERSITY主办的第二十一届德克萨斯全国大
赛及展览。 
入选美国西科罗拉多水彩协会第二十三届全国展。 

2014年 入选法国《水彩杂志》举办的第一届世界水彩画大赛。 
入选美国蛋彩、丙烯画协会第六十届全国展。 
入选美国水彩画协会（AWS）第一百四十七届国际展。 

2013年 入选美国艺术家联盟第一百届年展。 
入选美国落基山水彩画协会第四十届全国展。 
入选美国蛋彩、丙烯画协会第五十九届全国展。 
入选美国透明水彩画协会第三十七届全国展。 
入选美国密苏里水彩协会国际年展。 

2012年 入选美国艺术家联盟第九十九届年展。 
入选美国国家水彩协会（NWS）为期十个月的巡回作品展。 
入选路易丝安娜ALEXANDRIA博物馆第二十五届全国展。 
入选美国落基山水彩协会第三十九届全国展。 
入选美国蛋彩、丙烯画协会第五十八届全国展。 

2011年 入选美国西部国际透明水彩协会第四十三届透明水彩国际展。 

2010年 入选美国伊利诺斯水彩协会第二十六届全国展。 
入选美国东北水彩协会第三十四届国际展。 
入选美国专业美术家协会第八十二届全国综合画种大展。 
入选美国落基山水彩协会第三十七届全国展。 
入选美国爱地兰德水彩协会全国展。 
入选美国丙烯画协会第十三届国际展。 
入选美国荣誉水彩协会全国水彩展。 
入选美国路易丝安娜水彩协会第四十届国际展。 
入选美国水彩艺术家协会第二十九届国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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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入选美国东北水彩协会第三十三届国际展。 
入选美国专业美术家协会第八十一届全国综合画种大展。 
入选美国国家水彩协会（NWS）第八十九届国际展。 
入选美国华盛顿州的Parklane画廊第十七届国际微形小作品展。 
入选美国透明水彩画协会第三十三届全国展。 

2008年 入选美国莎玛甘蒂艺术协会第三十一届绘画、雕塑非会员年展。 
入选美国康州艺术学院第九十七届展。 
入选美国北达科他红河水彩协会第十五届全国展。 
入选美国东北水彩协会第三十二届国际展。 
入选美国西科罗拉多水彩协会第十六届全国展。 
入选美国密苏里水彩协会国际年展。 
入选美国休斯顿水彩协会第三十一届国际展。 
入选美国华盛顿D .C微形作品和雕塑协会第七十五届国际展。 

2007年 入选美国国家水彩协会（NWS）会员国际年展。 
入选加拿大水彩协会第八十二届国际展。 
入选美国宾夕法尼亚水彩协会第二十八届国际展。 

2005年 入选美国纽约Woodstock School of Art年展。 

2004年 入选美国专业美术家协会会员年展。 
入选美国艺术家联盟第九十一届年展。 
入选美国专业美术家协会第七十六届全国综合画种大展。 

2002年 入选美国专业美术家协会会员年展。 
入选纽约华盛顿广场东画廊和纽约大学举办的第二十五届小作品年展。 

2001年 四件作品被选入位于纽约第五大道Lord and Taylor橱窗展。 

1991年 两件作品入选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在美国旧金山南海艺术中心举办的《当代中国水

彩画展》。 

1990年 入选赴前苏联布里雅特自治共和国《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美术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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