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ki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ssistantship was formally funded in April 2010, when former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Qifeng Zhou, visited Southern California. It is funded by Peki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hrough a subsidy 

fund at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 (USA). 

The PUAASC Assistantship assists students in need and helps them achieve their maximum potential by making higher education available and 

independent from financial circumstance. The first scholarship fund auction was held last time and had made possible to change the lives of many 

students from lower-income families.

PUAASC Association is sincerely inviting anybody who are passionate about helping young people chase dreams to join us, and we together can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Sincerely,

PUAASC

PUAASC CHARITY AUCTION 
2015 PUAASC ASSISTANSHIP

MAY 09, 2015     
HILTON HOTEL UNIVERSAL CITY 5:00PM

555 Universal Hollywood Dr Universal City, CA 91608



手工刺绣喜满人间起拍价： $108

-张素久女士捐赠



郝彬简介：

• 郝校长原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北大副校长在职时间最长的人之一，深受
师生爱戴。

• 该作品是郝校长为祝贺北大南加州校友会成立三十周年特意撰写，字里行间都表
达了北大人对北大的深厚情谊。

书法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
起拍价： $300

- - 北大校长：郝彬作品



黄宇鸿简介：

• 1992年以湖北省理科第四名考入北大生物系，毕业后先后在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
和新泽西理工获得生物和电脑硕士学位，现居美国洛杉矶从商；

•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及传媒学院客座教授，

• 纽约摄影学院中国学员班客座教授。

• 洛杉矶国际摄影家协会创办人/副主席之一。

• 2010年上海国际科学艺术展摄影大赛评委。其摄影作品散见于《中国摄影师眼中
的美国西部》、《美国西部最美的28个摄影圣地》、《大众摄影》、《摄影旅
行》、《旅行者》、《旅游天地》等书籍杂志；摄影作品也为美国纽黑文大学及
中国上海师范大学所收藏。

作品摄于美国加州死亡谷的Racetrack Playa，这里以“会走路的石头”闻名于世，是世
界上最神秘的景点之一，这些石头仿佛有生命一般，在荒漠中一片干涸的湖床上自行
移动，身后留下长长的痕迹...

因为杂志社需要一个题目，于是作者想到了张爱玲小说《爱》的结尾：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
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
你也在这里吗？’”

- 北大校友：黄宇鸿

摄影作品《偶遇》起拍价： $200



作者：李盛世简介：

• 现任国家一级美术师

• 中国奥林匹克艺术家

• 北京北盛印社社长

• 世界华人美术家优秀成就奖

• 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员

小楷手卷《永远的校园》起拍价： $1,898

- 篆刻书法家李盛世作品

（局部）

120 cm 448 cm 120 cm



李盛世简介：

• 中国篆刻第一人

• 现任国家一级美术师

• 中国奥林匹克艺术家

• 北京北盛印社社长

• 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员

主要成就：

• 世界华人美术家优秀成就奖

• 1988年小楷书法在“峨眉杯”全国书法大赛获奖

• 1989年小楷书法在“琴岛杯”全国书法大赛获奖

• 1990年书法在“羲之杯”全国书法大赛获奖

• 2008年中国庆奥运诗书画印大赛篆刻唯一金奖

• 中国国庆60周年诗书画印大赛篆刻金奖

• 中国庆祝上海世博会诗书画印大赛篆刻金奖

• 庆祝建党90周年诗书画印作品大赛金奖

• 篆刻作品入选“全球华人书画展”

• 1993年参加《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篆刻二等奖

• 1993年入选全国第三届农运会书画展并收藏

• 入选“毛泽东与新中国”书画名家名作展

寿山石印章-永远的校园起拍价： $1,898

- 篆刻书法家李盛世作品



陈芸简介：

• 油画家、琉璃艺术家、逸净观美学生活馆创始人。

• 1979年出生于浙江杭州。200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
四川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2010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州波尔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现
工作生活于北京个展。

• 2010年树·蝶郭燕陈芸作品展（杭州恒庐美术馆）作品参展

• 2012  微体验——2012青年艺术家邀请展（深圳美术馆，深圳）。她者的艺术——
中国当代13位优秀女艺术家澳门联展（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澳门）。艺
术·前沿——当代艺术邀请展（宋庄美术馆，北京）。“鸾凤齐鸣—当代女性艺术
巡回展（树美术馆，北京）

• 2013年境吾陈芸作品展（北京和平宾馆）

• 2013玄心妙物-润·月雅女性艺术家邀请展（时代美术馆，北京）想象无限-青年艺术
家计划（中华世纪坛，北京）返观与重构——中国当代青年艺术家作品展（马奈草
地美术馆，北京）微体验——2013青年艺术家邀请展（张江美术馆，上海）

• 2014 艺术无界-星耀未来展（798悦美术馆，北京）新当代艺术展（半岛·藏家文化
艺术中心展馆，三亚）。东成西就·紫禁之巅中意联展（万科·77号会所，北京）

• 2015天容海色曲水流觞——北京女艺术家大理写生行（文达、净雅画廊，云南)等。

陈芸小作起拍价： $898

- 当代艺术家陈芸作品

1平方尺



“醉兔偶摇桂树,人间唤作春风“

郝彬 简介：

• 郝校长原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北大副校长在职时间最长的人
之一，深受师生爱戴。

• 该作品是郝校长为祝贺北大南加州校友会成立三十周年特意撰写，字
里行间都表达了北大人对北大的深厚情谊。

书法作品起拍价： $300

- - 北大校长：郝彬作品



“和字壁”是一件传扬“和”，倡导“和”的艺术品。

其造型独特，顶部为圣洁莲花托起地球仪，寓意世界和谐；中
间壁体四方八面，寓意合和八方，亲和万物；四面雕“和”字，
“和”字下方刻“和”文化精粹；四隅饰和字花，底座为鼓形
须弥座。整体造型敦厚典雅；意蕴深奥。和字壁四面镌刻的铭
文很好地诠释了“和”的涵义。揭示出天地宇宙人生大道，富
涵哲理，简洁精炼，发人深省，堪称和论精品。

“和字壁”专利产品的推出深受传统文化研究者与市场的喜爱
与欢迎。

外观设计专利号：ZL99308139.8

和字壁 起拍价： $ 100 

- 马元梅会长捐赠



作者：李盛世简介：

• 现任国家一级美术师

• 中国奥林匹克艺术家

• 北京北盛印社社长

• 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员

《岳阳楼记》起拍价： $1,898

- 篆刻书法家李盛世作品



朱宏简介：

• 1996年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从事美术教学工作。

• 2001年入第八届中国重彩画高级研修班学习

• 200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硕士研究生课程班，师从著名画家胡
勃教授学习重彩工笔人物画，毕业作品《苗家少女》被中央美院国画
系作为课堂优秀作品留存，人物写生入选全国写生作品集。2008年作
品《雪域风情》获全国民航书画比赛一等奖。2009年5月获第五届“欧
阳询奖”全国书画大赛金奖,2012年参加山东画家海疆万里行活动
,2013年入选海疆万里行写生作品展

• 现为人民日报神州书画院特聘画师，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会员。

• 曾为李宁公司、麦当劳总部办公区域作画；云水建国饭店、远洋新干
线样板间、山海楼会所作画；为八喜、稻香村、包装设计封面作画；
并为多本书籍绘制插画等。

《新疆人民庆丰收》起拍价： $898

- 国画艺术家朱宏作品

- 玉兰女士捐赠

1.3 m * 0.8 m



作者：李盛世

简介：

• 中国篆刻第一人

• 现任国家一级美术师

• 中国奥林匹克艺术家

• 北京北盛印社社长

• 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员

主要成就：

• 世界华人美术家优秀成就奖

• 1988年小楷书法在“峨眉杯”全国书法大赛获奖

• 1989年小楷书法在“琴岛杯”全国书法大赛获奖

• 1990年书法在“羲之杯”全国书法大赛获奖

• 2008年中国庆奥运诗书画印大赛篆刻唯一金奖

• 中国国庆60周年诗书画印大赛篆刻金奖

• 中国庆祝上海世博会诗书画印大赛篆刻金奖

• 庆祝建党90周年诗书画印作品大赛金奖

• 篆刻作品入选“全球华人书画展”

• 1993年参加《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篆刻二等奖

• 1993年入选全国第三届农运会书画展并收藏

• 入选“毛泽东与新中国”书画名家名作展

寿山石印章-北京大学梦起拍价： $1,898

- 篆刻书法家李盛世作品



建立永久北大南加州校友会助学金倡议书

亲爱的北京大学校友、北大之友：

当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当我们怀揣着同一个梦想，当北大燕园的学子们在美丽的未名湖边漫步时，有没有注意到在燕园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同学们，他们家庭生活的困境遮
住了本该洋溢出青春的笑脸，生活的重担压在了他们本该象树苗一样成长的身躯上。然而贫穷并没有压倒他们，他们依然在艰难的求学路上奋进，他们依然秉承着勤奋、严谨、求实、
创新的学风，将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相传。

为了资助这些生活困难的学生们，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北大燕园的学业，2010年4月在时任校长周其凤院士访问南加州期间，北大南加州校友会成立了“南加州北大校友会贫困学生
资助基金”，这是北京大学第一个由海外校友会建立的助学基金。迄今为止，南加州北大校友会共集资53万元人民币，已经用去25万元人民币，资助母校50名优秀的在校贫困大学
生。

北大南加州校友会决定成立校友会永久性助学基金。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规定：当基金本金达到50万元人民币，即可申请成立永久性助学金基金，由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进行投资运作，在不动用助学金本金的情况下，每年利用收益为至少五位在校贫困大学生发放助学金。目前南加州北大校友会的助学金账户余额为28万元人民币，距离永久性助学金
规定的本金目标只差22万元人民币（约合美金$3.5万元）。我们通过成立永久性助学金，将使这一项慈善行动成为永久性的活动，将北大校友和北大之友们对北大贫困学子的爱心象
接力棒一样地传递下去，激励每一位北大学子将“人助、自助、助人”的理念传播的更广更远。

捐款途径：

赠途径现暂时限于支票。请在支票Title写明：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 (USA), 备注(memo)写明 In name of PUAASC Assistantship, 并附上您的以下信息:

First Name/Last Name

地址/电话/电邮

寄到如下地址:

PUAASC

P.O. Box 5784

Diamond Bar, CA 91765

最低捐款额度为1美金。捐款将通过邮件形式确认，捐赠者名单将在网上和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年度财务报告中公布。捐款产生的所有税费根据美国IR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规定，可进行豁免。捐赠支票将由南加州北大校友会统一交给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详情请见http://www.pkuef.org/pkuef/donate_pkuef.php 具体事宜请联系南加
州北大校友会 info@pku.org

悠悠万事，助人至善。也许你并不富有，但积沙成塔，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每人献出一片绿叶，就能装扮起需要帮助的北大学子们的一片春天。每人献出一份微薄的琼脂，就
能从涓涓细流汇成爱心的大潮。亲爱的北大校友和北大之友们，请踊跃参与到今天的慈善活动中来吧，让燕园的贫困学生感受到来自大洋彼岸的关爱。我们坚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北大南加州校友会永久助学金将会顺利成立，我们海外之子对燕园学子的爱心将源远流长。

如果您希望向“北大南加州校友会贫困学生资助基金”捐款，请联系马元梅（909-214-2482，yuanmeima@163.com）或宋晓纯（617-945-4579，pkusong@gmail.com ）

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tel:%EF%BC%88909-214-2482
mailto:yuanmeima@163.com
tel:%EF%BC%88617-945-4579
mailto:pkuson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