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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

萌

如果从 20 世纪第一张抽象绘画的诞生开始，抽象艺术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在这 100 多年的艺术史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自身相对完备的语言体

要理解由众多不同类型的艺术家构成的广义的“抽象视界”，需要进入不同“个案”的内在，去理解艺术家创作的个体方式，因此在形态多样化、

系和视觉特征。它开拓出了一种不以现实物象（比如风景、人物、静物等客体）为关注对象的新方式。它不是将“眼睛看得见”的“视界内容”

发展交互性的当下现场，需要更多的目光进入这个正在发生的“视界”内部，本次由谢儒杰先生策展的“视界：抽象艺术的语汇”，从“语汇”

作为艺术的终极目标，因此实现了两种根本性的解放，当艺术的关切从“眼前的视界”得以解脱后，首先带来的是将关切的目光“内化”到人类

的个案到“视界”的整体，为我们呈现了 38 位艺术家们以多维度的视觉方式展开的 38 个实践范例。本次展览抓住语言和语汇的个体性，提出了“语

心灵与精神世界的最深处，去面对和探索主体自身的课题，甚至宏观宇宙与微观视象作为一种抽象规律普遍存在的那些“看不见的世界”，通过

言逻辑”和“视觉思辨”两个具体问题，拉开了一个抽象艺术的叙述维度，邀请并介绍了孟禄丁、顾黎明、杨劲松、迟群、朱佩鸿、傅文俊、汤

艺术家的创造将其转化为“可视的视界”；另一方面，当艺术家从现实物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作为绘画本体的绘画和作为形式语言自身的媒

志义、谢儒杰、马永强、田卫、庄卫美、唐明伟、王豪、廖建华、刘景弘、何癸锐、彭博、宋昱霖以及谭根雄、刘刚、王易罡、王璜生、朱岚、

介方法，成为了艺术家最为直接的探索领域，于是艺术的形式语言、视觉结构、物质方法开始成为艺术探索的独立内容，展现出了一个被释放出

栗子、韩祺、尹乔英子、赵露、主玛于江、张子卉、杨洋、了了、张红梅、冯放、康文峰、陈思源、王南诒、吕山川、张朝晖（排名不分先后）

来的新境界。也许“抽象”的诞生及其发展为人类视觉艺术所带来的远不止这些，但是至少可以肯定，“抽象”作为一种艺术的方式，已经成为

正在进行的个人实践。可以说，每位艺术家在自身的作品中都形成了一种个体化的抽象方式，提供了一种切入“非形象”艺术的视角。相信通过

了具有自身历史和理论基础的特定领域，形成了由众多的艺术家和受众所组成的艺术生态。

这些作品和这个展览，我们能够从策展人所提出的“语汇”的最基本方位中找到每个关注者不同的体验方式和问题角度，而“语汇”或许是本次
进入这一艺术领域的最好方式，让观看者看到抽象语汇的不同方式。此次展览在四川省美术馆举办，也是在成都和西南地区第一次以较大规模介

在当下，抽象艺术也面临了它自身以及在整个艺术世界中的新问题。在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的时代，奠定了许多抽象的基础，冷抽象和热抽象也

绍抽象类的艺术现状，为西南的广大艺术爱好者和学术界带来了一次关注“抽象和非形象”艺术问题的机会，相信这次展览将为当地带来前所未

一度被艺术史学者们作为划分抽象艺术类型的二元论，在形式的语言、构成的风格、精神的形态等不同问题上基奠了抽象的基本法则。然而这些

有的美学思考，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开始！

历史上的划归很难完全解释今天艺术家们的实践。如果关注今天的艺术现场不难发现，历史上的“抽象艺术”与后来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观
念艺术”在今天的艺术系统中形成了一种“抽象性”和“观念性”在视觉上的流量变线，形成了一种“非形象”的视觉类型，而另一种艺术则是

祝展览圆满成功！

依靠“形象”为方式的艺术。这是一种奇妙的现象，也就是在整个艺术的视觉形态中，一类作品“以形象为方式”在不同观念和区间的界面中运
行，形成了“形象的运行”；另一类作品的生效方式则不再以“建构和运行形象”为方式，作品在“非形象”的视觉系统中依然有效运行，形成

2017 年 4 月 13 日

于北京

了“运行中的‘非形象’”的艺术现象。在这里，“运行中的‘非形象’”由历史上延续发展至今的“抽象艺术”和“观念艺术”中那些“不以
形象为方式”的艺术类型为基础，发生了此刻的一种“相遇”和“相交”（此类问题在即将出版的《运行中的“非形象”》一书中有详细的阐释），
它们共同的特征是“不以形象为方式”，“非形象”可以继续分解为“抽象性非形象”和“观念性非形象”两类。这两类“非形象”在今天的当
代艺术系统中，在方法论的不同层级有相互的渗透和交互，这是在实践中需要针对不同个案进行不同理解的基本问题。“抽象”这个概念在今天
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新问题，它既与历史法统上的合法性来源相连而与今天的艺术家实践有关，但似乎这个概念及其内涵又很难解释今天艺术
现象的新问题，导致一种概念的无奈。“非形象”这个概念不是对“抽象”概念的反叛和否定，而是随着客观艺术实践和线索的“相交性”发生
的艺术形态层面的发展，是伴随今天艺术的“发生”体现在此刻的一个有启迪意义的视觉解释。如果从一种建设性的方式看，这两个具有相关性
的概念可以互动起来，在艺术家的实践中形成相互的激发和确证。这仍是需要不断认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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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指导
A C A DEM I C C H A I R

王

萌

Wang Meng

王萌，资深策展人、艺术批评家、艺术管理专家。现任职于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学术委员、朱乃正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东北师

在澳大利亚“中国文化年”(2011) 和德国“中国文化年”(2012) 期间，作为“新境界——中国当代艺术展”(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 ) 和“无形之形——

范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际装置艺术论坛学术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综合材料绘画艺术委员会学术秘书、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

中国当代艺术展”( 德国卡尔舒特艺术中心 ) 视觉艺术策展团队的成员，成功实现了在堪培拉和布德斯多尔夫的项目。此外，参与策划了“不负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策展作品两次被文化部评为全国年度优秀展览，三次被北京市文化局评为年度北京优秀展览。

丹青——吴冠中纪念特展”等为代表的中国美术馆重要展览。参与两届中国美术馆全球新媒体艺术三年展和“图与词——玛格丽特以来”、“生
活状态——全球环境中的波兰当代艺术展”等若干重要国际交流的当代艺术大型展览及侯一民、黎雄才、陈大羽、刘国松、郎静山、陈平、何多

理论专著有《美术馆作为“文化发生场”的启示：一种新思维的提出》; 出版三部式实验报告著作《来自水墨的新语境》、《抽象艺术新一代》和《今

苓等重要艺术家个展。

日绘画中的媒介与方法》; 主编三部式研究室报告《图像研究室——水墨进程的一种“显象逻辑”》、《研究室计划（第二回）：绘画发生中的
观念和语言》、《研究室计划（第三回）：运行中的“非形象”》；主编《视觉乐园——于幸泽的艺术世界》、《从现代出发——15 位艺术家
的 15 种表达》( 副主编 )、《中国意志——当代中国绘画》( 与人联合主编 )、《敞开视野：水墨的生态》（主编）。

主要策展作品有：“寺上美术馆实验室计划”【“今日绘画中的媒介与方法”( 第一回 )、“来自水墨的新语境”( 第二回 )、“抽象艺术新一代”( 第
三回 )】（被文化部评为 2013~2014 全国优秀展览）、“正观美术馆研究室计划”【图像：水墨进程中的一种“显象逻辑”（第一回）、绘画
发生中的观念和语言（第二回）、运行中的“非形象”（第三回）】（被文化部评为 2015 全国优秀展览）、“从现代出发——15 位艺术家的
15 个表达”( 中国美术馆 )、“2016 中国当代水墨学术邀请展——敞开视野：水墨的生态”（威海美术馆）、“此时此地——中国当代艺术邀
请展 & 中韩青年艺术交流展”( 韩国文化中心 )、
“多棱体——新兴抽象的结构维度 ( 试验展 \798 站 )”( 北京 798 青研会艺术空间，指导策划 )、
“中
国意志——中国当代绘画展”( 北京当代美术馆、798 领升艺术机构，与彭锋等联合策展 )、“‘跨’波普折枝——金准植个展”（北京名泰空间）、
“神奇的新‘疆’——张永旭作品展”( 新疆吐鲁番博物馆 )、“视觉乐园：于幸泽的三个世界”( 北京寺上美术馆 )、“折象——王彦萍作品展
(1992~2012)”( 北京画院美术馆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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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语
文／谢儒杰
抽象艺术起源于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时期，真正有系统地进入中国约莫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在 80 年代引进的极少部分抽象艺术
画册、文献、展览等信息刺激下，部分艺术家是以一种自觉状态而开始的抽象艺术实践。这种“自觉”不难看出抽象艺术早期具有丰满当时艺术
家视觉经验需求的作用。

然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简单地对西方抽象艺术的模仿移植后，伴随着东西方愈发频繁的信息交流，中国艺术家
对于抽象艺术的实践探索，逐渐产生了有别于西方抽象艺术的差异化成果。中国也有大量的艺术理论家、批评家致力于这种东西方抽象艺术的对
比研究，诞生了各种流派化的中国抽象艺术理论体系，近些年已颇有“百家争鸣”之势。而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其类于双螺旋体结构，
艺术理论体系的高度对于艺术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而独特的艺术个案成果又往往刺激艺术理论的拓展。这就形成了中国抽象艺术成为不断更
新的认知问题。而艺术学不是统计学，艺术个案现象往往是一种复合式艺术个体的综合理解。

此次展览是以“语言逻辑”和“视觉思辨”两个具体问题切入，而实体则是呈现在中国当下语境中不同抽象艺术家个案中，关于差异性的语言中
的共性“视界”。这个“视界”可理解成一种艺术家的内在边界，这种“视界”并不单一释义成某种文化身份所体现的视觉边界，而直指当下语
境中，抽象艺术家的个体状态所衍化的视觉内容。在当下中国语境中，艺术家所再现个体气质追求的抽象语言，所物化的文化符码抽象视觉。其
对于艺术语言在实际的交叉对照中，呈现中国抽象艺术真实的当下人文状态缩影。

此次展览由 38 位全国各地的艺术家组成，每一位艺术家都是极具独立性的艺术个案，抽象艺术的个体差异往往不是单纯的图像语言上距离，其
语言结构逻辑及介入阐述表达的思辨更直观回到了艺术家的现实状态及人文追求。 这种本源回溯的展览意图既为厘清抽象艺术中的部分模糊边
界，又以再现此时代语境中中国抽象艺术的人文状态。

毋庸置疑抽象艺术在中国已是扎下根了，抽象艺术亦或是抽象意识正在影响着更多的艺术从业者。四川是中国的艺术重镇，此次有幸在四川美术
馆举办“视界：抽象艺术的语汇”视觉艺术展，呈现关于诸位艺术家关于抽象艺术的深度思考。
最后特别感谢，为此次展览提供支持的各位老师、艺术家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同仁。

2017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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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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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
C U RA T O R

谢儒杰
Xie Rujie

1988 年 8 月生于福建省建宁，艺术家、策展人

2014 年 10 月策划“纸丶境”中国水彩艺术作品邀请展，福州红坊 / 海峡创意园

2010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美术系，观念艺术形态工作室，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

2014 年 9 月策划“插肩不过”当代艺术邀请展，福州抱云山房艺术机构

2013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美术系，综合绘画方向，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

2014 年 4 月—2015 年 5 月 担任“啊”当代艺术系列展—总策展人 ( 合作机构包涵：福州红坊 / 海峡创意园、福州芍园创意园、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综合材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艺术委员会——学术秘书；

中联翰墨艺术馆、福州天趣画廊、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美术馆、福州贵谷展览馆、厦门大堂画廊、福建省美术馆）

威狮国际艺术中心 美术馆——馆长；福建省青年画院——策展部副主任

2013 年 6 月策划《温度》当代艺术展， 上海明园美术馆
2013 年 5 月策划《冲撞浮华》当代艺术展，福州闽都美术馆

策展项目：

2012 年 10 月策划“十只人”当代艺术作品联展，华东师大美术馆

2017 年 5 月策划“视界—抽象艺术邀请展”四川省美术馆

2012 年 7 月参与国际级艺术项目《2012“重新发电”上海国际双年展》活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2016 年 11 月策划“ink now：水墨形态艺术展”，威狮国际艺术中心

2012 年 4 月参与策划《华东师范大学建校 60 年鉴美术系建系 30 年美术大展》，上海刘海粟美术馆

2016 年 10 月策划“撕裂语言 魅像张力 表现艺术家作品展”威狮国际艺术中心

2011 年 12 月参与策划行为艺术《沉沦》与《返祖》展演，上海吴泾公园

2016 年 8 月策划“质地的再叙述”中国综合材料艺术家邀请展 威狮国际艺术中心

2011 年 6 月策展“首届碧云艺术大展”，上海碧云国际中心

2016 年 5 月参与策划“第二届艺术厦门博览会”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2010 年 10 月策划“再建现实”艺术作品邀，THINKTH 创意工场

2016 年 5 月从那时候到今天艺术邀请展，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2010 年 6 月参与策划《纱丽—印度》艺术作品展，上海多伦美术馆

2016 年 3 月策划木兰舟艺术计划，融侨艺术中心

2010 年 4 月参与策划“重新界定”观念艺术作品联展，311 艺术空间

2015 年 3 月策划“东吴西毕”毕加索、吴冠中艺术作品及文献大展，福州融侨艺术中心

2010 年 3 月策划“关于现实”艺术作品展，THINKTH 创意工场

2014 年 12 月策划“听—城市的时代温度大型装置艺术展，福州三坊七巷美术馆

2008 年 11 月参与策划“上海高校优秀研究生提名艺术展”，上海 311 艺术空间

2014 年 11 月策划“大浪潮”海峡两岸青年艺术家交流展，福州融侨艺术中心

2008 年 10 月参与策划“奇点”中国青年艺术家推荐展，上海 311 艺术空间

2014 年 10 月策划“表象之外”当代艺术展，厦门心合美术园
2014 年 10 月策划“再丶纸丶境”纸本艺术作品展，厦门宝融通美术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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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逻辑－

杨劲松
Yang Jingsong

1992 年

澳大利亚悉尼美术馆

1991 年

日本东京沙画梦画廊

1986 年

中国广东省画院展览馆

作品

美国 WEST ROOM 画廊

Works

部分群展
2016 年

出湖·入湘：2016 湖湘当代艺术家邀请展，长沙艺尚园
“景象 2016”当代艺术邀请展，温州
萧条与供给，南京国际双年展，南京
“质地的再叙述”，福州威狮国际艺术中心，福建
策划“城市变线”-- 第二届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上海

2015 年

开放的边界：对话“德国：艺术之域”，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
不在现场 : 感官阈值与一种在地性的漂移，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
品质与格调，上海平阁艺术空间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北京民生美术馆
抽象与意境，北京缤纷当代美术馆
策划“正在兴起的态度”，首届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
首届中国（宁波）综合艺术双年展，宁波美术馆
“浴火”展白马当代艺术中心，杭州

2014 年

浙江省首届综合艺术大展，宁波美术馆
融·汇艺术展，杭州天仁合艺艺术中心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综合材料绘画展，河北美术馆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综合材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艺委会副主任

我们在绘画中－国美之路系列展，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2013 年

85，与一所艺术学府，北京，中国美术馆

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综合艺术委员会主任

85，八十五，献给中国美术学院八十五周年，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1955 年生于现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祖籍湖南湘潭

“景观再造”——中国当代艺术，匈牙利德布勒森 modem 艺术中心

1975 年湖南省轻工学校特种工艺班毕业

广州美术学院 60 周年校庆展，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

1982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学士）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山东省美术馆

1988 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硕士），并留校任教
1991 年赴欧洲求学
1997 年归国，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系主任

中国·新疆国际版画展，新疆当代美术馆
2012 年

态度，与抽象艺术有关，上海苏州河艺术中心

2003 年任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系主任

绘事后素新绘画展，杭州恒庐美术馆

2010 年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

文脉中国·「超写意」架上艺术 10+10，南京三川当代美术馆

2012 年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

斯文在兹，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2011 年

2016 年

“涂抹的自由”，济南市美术馆

2014 年

“無常是常”，长沙美仑美术馆

艺术·前沿，当代艺术邀请展，北京宋庄美术馆
中国以上—中国绘画名家邀请展

1999 年中国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个展

零界，2013 首届中国装置艺术展，天津美术馆

“二重奏”重庆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重庆渝澳国际艺术中心
中国意志，北京当代艺术馆
回望中国，中国美术馆

2010 年

归去来兮当代绘画艺术展，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2013 年

“墨境濡心”，杭州天仁合艺艺术中心

2012 年

“暧昧”，杭州天仁合艺艺术中心

2009 年

“境·景”，中国杭州金彩画廊

1999 年

中国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美术馆

1996 年

德国柏林国立医科大学画廊

1995 年

德国柏林 cheepomt charlin 博物馆

1994 年

德国柏林 KUNSTLER 美术馆

布面综合材料

德国柏林 URANIA 世界文化中心

2015 年

1993 年

书非书，2010 杭州国际现代书法艺术展，中国美院美术馆
“重构”中国抽象艺术 TOP10，浙江美术馆、今日美术馆
“转折”当代艺术家联展，浙江温州柒号艺术中心
“水墨新境”中国当代水墨展，上海 M 艺术空间
“变·化”中意国际当代艺术展，杭州

涂抹系列
110×110cm

法国 SAINT-BRIEUC 市立图书馆
巴黎 Art Service 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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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文俊
Fu Wenjun

主要联展

作品

意大利三年展（意大利维罗纳，2016）
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广东美术馆，中国广州，2015）

Works

第十八届塞尔维尔双年展（葡萄牙塞尔维尔，2015）
北部艺术区国际艺术大展（NordArt）（德国比德尔斯多夫，2015）
首届世界摄影组织 - 上海艺术影像展（Photo Shanghai）（上海展览中心，中国上海，
2014）
“未曾呈现的声音”（第 55 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意大利威尼斯，2013）
“观念维新 - 中国当代影像简史”（北京寺上美术馆，中国北京，2012）
第 4 届广州三年展项目展“去魅中国想象”（广东美术馆，中国广州，2012）
2010 法国巴黎自由艺术家会展（巴黎大皇宫，法国巴黎。2010）
“焊接”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巡回邀请展（海牙美术馆，荷兰海牙，
2010）
第 35 届日本东京都美术馆东京都 AJAC 现代美术展（日本东京都美术馆，日本东京，
2009）

中国当代艺术家，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主要从事观念摄影、装置、雕塑和油画的
艺术创作，提出并创立了“数绘抽象摄影”流派。
作品多呈现艺术家对东西方历史、文化、人文方面诸多问题的思考与反思，包括全
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关系、中国传统在快速变革社会中的遗存与传承、中
国社会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等等。
曾在圆明园遗址博物馆、今日美术馆、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广东美术馆等地举办
个人展览，受邀参加意大利三年展、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第十八
届塞尔维尔双年展、德国北部艺术区国际艺术大展（NordArt）、“未曾呈现的声音”
第 55 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平行展等重要国际艺术展览。
曾获得阿根廷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金奖、埃菲尔铁塔大展“世界最佳艺术家”奖、
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洛伦佐国际艺术大奖”等国际艺术奖项。
作品曾被今日美术馆、中国北京圆明园遗址博物馆、日本东京都美术馆、美国肯尼
迪家族、联合国世界人民理事会、大足石刻博物馆、重庆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法
国国家美术家协会、埃及艾哈迈德·邵基博物馆等知名机构和藏家收藏。
主要个展
《迷思之像——傅文俊抽象观念摄影作品展》（广东美术馆，中国广州，2015）
《摄影叙事——傅文俊观念摄影作品展》（联合国总部，美国纽约，2015）
《精神的图示》（北京圆明园，中国北京，2010）

春风不度
140×175cm
数绘抽象摄影
2017 年

《走过场——傅文俊历史观念摄影展》（今日美术馆，中国北京，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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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禄丁
Meng Luding

1991 年

“I Don’t Want to Play Card with Cezanne” （亚太博物馆）洛杉矶，美

1989 年

“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国美术馆）北京

作品

国
1988 年

“中国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中国美术馆）北京

1987 年

“第一届中国油画展”（上海展览中心）

1985 年

“国际青年年美展” （中国美术馆）北京

Works

1962 年生于河北保定市，祖籍北京通州
1983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1987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同年留校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画室
1990 年就读于德国卡斯鲁赫国立美术学院
现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五画室
个展
2015 年

“中国抽象艺术研究展” 今日美术馆

2013 年

“新境——中国当代艺术展” 马德里孔德杜克中 西班牙

2012 年

“无形之形─中国当代艺术展”2012 中国文化年，卡尔舒特艺术中心 ,

2011 年

“新境界——中国当代艺术展”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澳大利亚

德国
“伟大的天上的抽象”21 世纪的中国艺术展 罗马市当代美术馆，意
大利
2010 年

“伟大的天上的抽象” （中国美术馆）北京

2009 年

“意派 - 世纪思维”（今日美术馆）北京
“向祖国汇报——新中国美术 60 年” （中国美术馆）北京

2008 年

“意派：中国‘抽象’艺术三十年” (la Caixa Forum 美术馆 ) 巴塞罗
那和马德里，西班牙
“孟禄丁艺术展”（广东美术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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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978 年以来中国大陆油画”( 台北市立美术馆 )

1993 年

“中国油画双年展” （中国美术馆）北京

元速
145×145cm
布面丙烯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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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黎明
Gu Liming

1989 年

在联邦德国 THE GALLERY OF WERNER MELLETIN 举办个展
（德国科隆）

作品

展览：
2016 年

Works

“中华意蕴—中国油画艺术国际巡展”（法国巴黎·布洛尼亚宫）
“东方 · 艺术 · 天津—中国著名艺术家作品邀请展”
（天津达沃斯论坛主会场）

2015 年

“我，1985—2015 沈勤、苏新平、孟禄丁、顾黎明”巡展
（北京 798 凤凰艺都）
“国风—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巡展”（瑞典乌特斯伯格 Galleri Astley
Museum、俄罗斯圣彼得堡戴亚基列夫现代艺术博物馆）
“非形象—叙事的运动”（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

2014 年

“中国当代油画艺术展暨中国油画百年回望”
（广州美术馆、武汉美术馆、上海中华艺术宫、中国美术馆）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浙江美术馆）
“此在的绘画—中国具象表现绘画二十年展”（上海中华艺术宫）
“2014 国际具象 & 抽象展”（宁波美术馆、湖南美仑美美术馆）

2013 年

“再写生—共写意—中国油画名家写生研究展”（中国美术馆）
“时代肖像：当代艺术 30 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国风·中国油画语言研究展”（北京国子监油画艺术馆）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山东美术馆）

2012 年

“2012 英国伦敦中国艺术展—中国油画艺术展”
（英国伦敦奥运会中国展馆）

1963 年 12 月生于山东潍坊。曾任教于山东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
2009 年获中国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

“锦绣中华—行进中的新世纪中国美术大展”（上海中华艺术馆）
2011 年

“东方精神—中国当代绘画展”（瑞士苏黎士现代艺术馆）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油画学会理事。
收藏机构：中国美术馆、香港大学博物馆、上海美术馆、北京国际艺苑美术
馆、台湾索卡艺术中心、北京今日美术馆、台湾长流美术馆、南京青和当代

“东方既白—中国国家画院建院 30 周年邀请展”（国家画院美术馆）
“人文江南—吾土吾民系列油画邀请展”（浙江美术馆）
2010 年

“第 25 届亚洲国际美术展（AIAE）”（蒙古国家现代美术馆）
“研究与超越—第二届中国小幅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美术馆、广州美术馆、北京大都油画艺术馆、山东美术馆、清华大学美术学

“生存·和谐·美好—上海世博会中国美术作品展览”

院美术馆、苏黎世现代艺术博物馆等。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中国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个展
2016—2017 年
“借喻 · 顾黎明艺术三十年”巡回展
11 月山东博物馆
12 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
2017 年潍坊市美术馆、潍坊市十笏园美术馆
2016 年

“借喻—顾黎明纸本作品展”（深圳市罗湖美术馆）

2015 年

“执纸转承—1989—2015 顾黎明纸上作品展”（北京 798 方
圆美术馆）
“门神 · 花境—顾黎明、王海燕油画作品展”（香港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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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国抽象艺术巡回展”（广州、杭州、上海、长沙、北京）

“回到写生”（中国美术馆）
2009 年
2008 年

“拓展与融合—中国现代油画研究展”（中国美术馆）
“2008 海峡两岸油画交流大展”（台湾长流美术馆）
“寻源问道—油画研究展”（中国美术馆 ）

2007 年

“开放的中国艺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俄罗斯博物馆）

2006 年

“展开的现实主义—1978 年以来中国大陆油画”（台北美术馆）

2005 年

“大河上下—中国近现代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中国美术馆）

2003 年

“开放的时代—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中国美术馆）
“首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中国美术馆）

2002 年

“世纪风骨—中国当代艺术 50 家展”（中华世纪坛）

2001 年

“研究与超越—中国小油画大展”获艺术奖（中国美术馆）

2000 年

“世纪之门—中国艺术邀请展”（成都现代艺术馆）

2013 年

“顾黎明作品珍藏展”（北京索卡国际艺术中心）

2012 年

“传统的转换—顾黎明绘画作品展”（深圳雅昌艺术馆）

2010 年

“顾黎明、王吉音作品展”（上海和辉艺术中心）

2009 年

“门神与花境—顾黎明、王海燕近作展”
（济南左右当代艺术馆）

卡纸上色粉笔、水彩、铅笔及蜡纸拼贴等

2002 年

“转换的传统—顾黎明作品展”（北京索卡国际艺术中心）

2015 年

2000 年

在台湾索卡艺术中心举办个展（中国台北）

1996 年

在台湾索卡艺术中心举办个展（中国台北）

山水赋之二十二
150×9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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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刚

Liu Gang

1998 年

参加中央美院油画系教师作品展

1997 年

作品入选威尼斯双年展

1996 年

参加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展

1995 年

作品
Works

作品《遗迹》入选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并被收藏
在中国国际贸易大厦展厅举办“十人作品联展”
作品《痕迹》入选全国第七届美展
在中央美术学院画廊举办“四画室七人作品联展”
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作品展
作品《流动》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参加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举办的硕士研究生作品展

1993 年

参加首届中国油画双年展，作品《平列的金属》获大奖并被收藏

1992 年

参加在香港举办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作品展
作品《裂变》参加国际绘画艺术节

1991 年

作品《两个不同的方向》入选第一届中国油画年展
作品《凝固的平面》被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收藏
作品《横竖》参加法国秋季沙龙展

1990 年

在中央美术学院画廊举办个人展

1965 年出生，安徽人
1987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1991 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于油画系第四工作室
1995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硕士生班
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五工作室主任
中央美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曾任中国嘉德艺术总监
展览
2016 年

《里应外合——首届“峨眉当代艺术国际邀请展”》

2015 年

《形式乌托邦》（中国北京－艺凯旋画廊）
《国风——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巡展》
（中国北京－乌特思伯格－
圣彼得堡）

2014 年

《感知中国——中国油画 60 年》（法国巴黎）

2013 年

《国风——国子监油画艺术馆首展》（中国北京）

2012 年

《从现代出发——十五个艺术家的十五个表达》

2011 年

“伟大的天上的抽象—21 世纪的中国艺术”展，罗马市当代美

《新抽象 2013 油画作品邀请展》（中国无锡）

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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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天上的抽象—21 世纪的中国艺术”展，明尼苏达大学

遮蔽

2010 年

作品《1547》参加“大象无形”，中国美术馆

86×115cm

2008 年

作品《孪生系列》入选“拓展与融合—中国现代油画研究展”

纸、木板、亚克力

2003 年

参加意大利国际当代艺术展

2017 年

2001 年

参加意大利热那亚国际艺术展和埃及开罗“中国造型艺术展”

1999 年

参加中央美院油画系纸上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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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 中西女性当代纸本艺术国际巡展

何癸锐

西班牙 奥斯皮塔莱特

作品

L’Harmonia 美术馆
第十七届西湖艺术博览会

He Guirui

中国 杭州 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寺上美术馆实验室计划（第三回）抽象艺术新一代
Scope 巴塞 国际艺术博览会

Works

中国 北京 寺上美术馆

瑞士 巴塞

5+ 五中西女性当代纸本艺术国际巡展

西班牙 尾牙佛兰卡 Sala dels

Trinitaris 艺术空间
5+ 五中西女性当代纸本艺术国际巡展
超象 ~ ~ 痕迹与线性

异图—— 21 空间推荐作品展
2013 年

中国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

中国 北京 圣之空间
中国 广州 21 空间美术馆

5+ 五 中西女性当代纸本艺术联展

中国 北京 雍和艺术馆

5+ 五 中西女性当代纸本艺术联展

西班牙 Vilanova LaSala 当代美术馆

“艺江南——2013（第六届）杭州艺术博览会”

中国 杭州 浙江世贸国际

展览中心
视觉交叉体—首届广东当代艺术群落青年艺术家联展

中国 广东 21 空间

美术馆
艺术手工书展
超象之痕迹

西班牙“Santa Monica 美术馆”
中国 北京 艺兵空间

新抽象 2013 油画作品邀请展

中国 无锡 凤凰艺都美术馆

5+ 五 中西女性当代纸本艺术联展

西班牙 巴塞罗那 SETBA 艺术基金画

廊
2012 年

象外之象—当代抽象 10 人展

中国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

中国女性抽象艺术家巡展【宁波】

中国 宁波 867 文化创意中心

“框”里“框”外—宽度 5：当代艺术展

中国 北京 北京当代艺术馆

“2012 艺术杭州—第五届杭州艺术博览会”
心

2002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

“这有什么关系—中日当代艺术展”（第一回）

现为职业艺术家，居中国广州和荷兰两地

“抽象艺术天津邀请展”
2011 年

个展
2014 年

心影之颤栗 - 何癸锐作品展

瑞士

2013 年

心迹 - 何癸锐作品展

阿姆斯特丹 荷兰世界时尚中心

2011 年

影子 - 何癸锐作品展

荷兰

“境象·心迹 - 何癸锐作品展”

中国 杭州

东街 6 号当代美术馆

日本 四国 音乐之泉画廊

座標 - 藝術家聯展
2016 年

7-11 月“2011 中国抽象艺术巡展”
北京站、长沙站、上海站、杭州站

中国 北京当代艺术馆、湖南千年艺术
杭州东街 6 号当代美术馆、上海卓克网

上海画廊
2010 年
2009 年

“超越表现——一次终结具象的中国行动”

中国 广州 五三美术馆

中国 天津 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

中心

苏离世 Sonjart 画廊

联展
2017 年

中国 杭州 和平国际会展中

“南方元素 — 广东当代艺术邀请展”

荷兰 代尔夫特 世界艺术中心

“广州太古仺当代艺术展”

中国 广州 太古仓艺术区

“首届广州国际艺术沙龙”

中国 广州 小洲艺术村

南京 百家湖美术馆

加拿大温哥华 瑋瑞畫廊 Viridian Gallery

首届艺术在线国际女画家协会世界巡回展 东京 & 北京 日本 东京中
国文化中心；北京 大韵堂美术馆
黑白之光 - 艺术家联展

加拿大 温哥华 玮瑞画廊 Viridian Gallery

研究室计划（第三回）：运行中的“非形象”
2015 年

绘事后素

威尼斯独立双年展— 创造身份
象外之象—当代抽象 10 人展

意大利 威尼斯
中国 上海品伊国际艺术馆

艺航中西— 中国西班牙当代艺术联展
2014 年

中国 北京 正观美术馆

北京 红门画廊

中国 广州 Art 289 艺术空间

多向度：破碎时代的散点探索— 2014 青年艺术家展
荷美术馆
超象

35×40cm
综合材料

中国 北京 怡盛空间

象外之象—当代抽象 10 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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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北京 万

心迹系列之烙印 42

中国 广东 中山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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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艺术博览会，高雄

马永强

作品

台中艺术博览会，台中
台南艺术博览会，台南

Ma Yongqiang

Works

学院·新意——两岸三地中青年艺术家巡回展第二回，雍和艺术馆，北京
里应外合——峨眉山当代艺术国际邀请展，峨眉山旅博会主场馆，峨眉山
2015 年

高雄艺术博览会，高雄
“艺葩”青年艺术家线上线下展，798 艺术工厂，北京
童话——空间美学展，凹空间，北京
首届全国综合材料绘画双年展，宁波美术馆，宁波
形式的观念——抽象艺术的中国历史与美学表达，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北京
大学生提名展十年回顾展，今日美术馆，北京
微叙事——青年艺术家联展，上舍空间，北京
艺术北京，全国农展馆，北京
多棱体——新型抽象的结构纬度，青研会，北京

2014 年

多向度——破碎时代的散点探索，万荷美术馆，北京
“艺术未来”2014（中山）首届国际青年艺术博览会，中山博览中心，中山
抽象艺术新一代，寺上美术馆，北京
中国抽象艺术案例展，德山艺术空间，北京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综合材料绘画展，河北博物院，石家庄
“消失的一切”DS 艺术首展，DS 艺术空间，北京
亚洲画廊艺术博览会，龙美术馆，上海
新加坡艺术博览会，新加坡
自然之境——首届艺术平谷名家作品邀请展，北京
艺术北京，全国农展馆，北京
“平面与深度”中国当代绘画展，PAGE 画廊，首尔，韩国

1971 年出生于山东烟台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香港艺术博览会，香港会议中心，香港
2013 年

“共鸣“当代中国青年艺术家联展，旧国会艺术馆，新加坡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新加坡沙龙，The Vault, 新加坡

现居北京，自由艺术家

“艺术青岛”当代艺术展， 百丽广场，青岛
香港沙龙，Kee Club，香港

个展
2014 年

“微尘见大千”——马永强作品展，德山艺术空间，北京

2011 年

“生命的证据”——马永强个人作品展，今日美术馆，北京

“相约春天”风景油画写生创作展，唯图艺术空间，北京
“新抽象”2013 油画作品邀请展，凤凰艺都美术馆，无锡
艺术媒体主编沙龙当代艺术提名展 , 元典美术馆 , 北京

“经过”——马永强综合材料作品展， 威诺里萨当代艺术馆，北京

当代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艺术家邀请展 ,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 北京
2012 年

联展
2016 年

香港呈现，Kee Club, 香港

第五届 798 艺葩，艺术工厂，北京
第二届独立品格提名展，大河湾美术馆，北京
第四届 798 艺葩，合空间，北京
锋锐——当代油画邀请展，墨非墨当代艺术馆，青岛
多向度破碎时代的散点探索——2016 中国青年艺术家计划，万荷美
术馆，北京
正观美术馆研究室计划（第三回）：运行中的“非形象”, 正观美术馆，
北京
第三届 798 艺葩，艺术工厂，北京
艺术北京，全国农展馆，北京
笔尖的修行——写实绘画精神性的探索，共同艺术中心，北京
台北新艺术博览会，台北

中国当代经典油画丛书首发式暨回赠作品收藏展，东交民巷艺术馆，北京
中国国际美术馆艺术产品博览会 , 国家会议中心 , 北京
第十五届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新抽象——绘画的当代趋向”主题展 , 中国
国际贸易中心 , 北京
北京印象街展览中心开幕展 , 印象街展览中心 , 北京
“无界限”第五届五四国际青年艺术节， 悦美术馆，北京
“悅·周末”青年艺术家计划邀请展 , 悦美术馆 , 北京
收藏家提名展 , 广东美林美术馆 , 广州
飞沙 2016-6
75×150cm
布面综合材料
2016 年

福尔摩沙国际艺术博览会，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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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志义

作品

Tang Zhiyi

Works

汤志义，1971 年 11 月出生于福建云霄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漆画艺术委员会委员、福建省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福建省青年
画院院长，福建省文联委员，福建省文联艺术委员会委员，福建省美术家协会漆画艺
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福建师大漆画创作
与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在读美术学博士。
其漆画、油画和水粉画作品近三十次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美术作品展览
并多次获奖。
其中，2004 年漆画《渔舟飘至》获五年一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金奖（中国美术界政府最高奖），现有两件漆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已出版数部漆画
和油画专著，
作品还被福建博物院、
福建美术馆、
湖北美术馆、
厦门美术馆、
德国总领事馆、
香港汉雅轩等重要机构收藏。2009 年漆画入选文化部“向祖国汇报——新中国美术
60 年”成就展（漆画十件之一）
，入编《新中国美术 60 年》、
《中国美术 60 年》大型图典；
2010 年获邀为上海世博会福建馆贵宾厅创作完成漆画《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
全图》；漆画《漆海寻梦》入选文化部“上海世博会中国美术作品特邀展”；2011 年 9
月九幅漆画代表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在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上，共 6
件绘画作品入选和获奖。2008 年至 2013 年连续 3 届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百花文艺
奖（特等奖、三等奖、一等奖）。2011 年至 2015 年连续 4 届获邀担任中国美协主办
的全国漆画展评委。2005 年至 2015 年连续 7 届受聘中国美术家协会漆画高研班担
任创作导师。2007 年在福建师范大学创建了漆画专业，倾力于中国现代漆画艺术的
教育事业，2013 年 11 月被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文联推选为第八届全国美术代表
大会代表。2014 年被福建省委、省政府评为“首届福建省文化名家”，2014 年受聘担
任第十二届全国美展评委。2015 年在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岁月留金——汤志义大

潜行
121×153cm
大漆，瓦灰，橡胶
2015 年

漆艺术作品展”（中国美协、福建文联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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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水墨的解构与解放（重庆长江当代美术馆）

卫

作品

四原色·晕色之美（北京 EGG 画廊）
东方之境·当代水墨作品展（北京 49 画廊）

Tian Wei

Works

里应外合·首届峨眉当代艺术国际邀请展（峨眉当代艺术馆）
水墨的解构与解放（无锡凤凰艺都美术馆）
2015 年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2015 美术批评家提名展（北京晋商博物馆）
黑度·奥尔弗斯的凝视（上海盈艺术中心）
虚色美学（北京筑中美术馆）
大圆满·生活中的觉醒艺术（北京 ON 画廊）
中国色（北京 798 艺术区亚洲艺术中心）
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主题展（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艺术与设计·跨界作品展（香港 3812 艺术空间）

2014 年

游心虚淡·新水墨研究展（南京先锋当代艺术中心）
为学、为师、为艺·庆祝首都师范大学建校 60 周年暨美术学院建院 50 周年
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
空寒与默化（台北索卡艺术空间）
来自水墨的新语境（北京寺上美术馆）
默化墨·水墨邀请展（北京草场地艺术区正和诚艺术空间）
中心视角·关于实践方式的几种可能（北京 798 艺术区上舍空间）
大象无形·当代中国抽象艺术邀请展（北京今日美术馆）

2013 年

文脉当代·2013 中国批评家年度提名展（西安美术馆）

2012 年

新抽象——绘画的当代趋势·第十五届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主题展

流动艺术·新抽象 2013 作品邀请展（无锡凤凰艺都美术馆）
（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水声墨语当代水墨联展（北京 49 画廊）

出生于 1973 年，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抽象艺术邀请展（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
2011 年

个展
2016 年

胡勤武、田卫双个展（杭州梵耘艺术空间）

2015 年

境象灵光·桑火尧、田卫双个展（上海玉衡艺术中心）

2014 年

心念的灵光·田卫水墨作品展（上海朱屺瞻艺术馆）

2012 年

因退返果·田卫当代水墨艺术展（北京 798 艺术区熙丰视觉空间）

2011 年

精神的累积·田卫当代艺术展（广州风眠艺术园）

心念的灵光·田卫水墨作品展（北京今日美术馆）

2011 中国抽象艺术巡展·北京站（北京当代艺术馆）
2011 中国抽象艺术巡展·长沙站（长沙千年时间艺术空间）
2011 中国抽象艺术巡展·上海站（上海卓克艺术空间）
2011 中国抽象艺术巡展·杭州站（杭州东街 6 号艺术空间）

2010 年

风筝不断线缅怀大师吴冠中邀请展（北京 798 艺术区桥艺术空间）

清水留痕·田卫当代水墨艺术展（北京 49 画廊）
群展
2017 年

天外天·国际当代艺术展（海南三亚当代艺术馆）

2016 年

艺术青岛（青岛崂山美术馆）
第四届新朦胧主义群展（北京 798 艺术区东京画廊）
形而上下·当代水墨邀请展（北京 798 艺术区悦美术馆）
后移 2016·当代水墨艺术展（北京贵点艺术空间）
分界限（上海盈艺术中心）
悟空·跨媒介实验艺术展（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
书写世界（杭州人可艺术中心）
敞开视野·水墨的生态（威海市美术馆）
中国当代水墨年鉴展（北京今日美术馆）
天下·往来·当代水墨文献展（广州红专厂当代艺术馆）

顷之之一
97×97cm
宣纸水墨，矿物质色，水彩
2015 年

中国线当代研究展（温州年代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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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里尔欧洲国际当代艺术展会 South Dock 南方码头，中国艺术家

庄卫美
Zhuang Weimei

作品

联展
法国巴黎卢浮宫卡鲁塞尔中国当代画家联展
2010 年

Works

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欧洲当代艺术国际展会，邀请展
北京宋庄上上国际美术馆 , ' 身体的精神 ' 和 Cécilia Makhloufi, Christian
Cerisola 的三人展

2009 年

北京 798 艺术区赫立画廊，个展
法国马赛画廊 Galerie Du Tableau，个展
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当代艺术国际展会，影像
法国赛特当代艺术画廊 DOCK SUD，和 Michel Bez 的双人画展
意大利罗马 Film Flamme 星期展，影像

2008 年

法国尼姆当代艺术国际展会
法国赛特当代艺术画廊 DOCK SUD，艺术家入驻，展览

2006 年

法国阿维尼翁 Belgocargo，个展

2004-2008年 法国阿维尼翁高等美术学校， 造型表现艺术，硕士
2003-2005年 法国阿维尼翁大学， 文化与传媒 ( 博物馆学 )， 硕士
1993-1997年 北京服装学院， 染织艺术设计，学士
展览
2017 年
2016 年

北京复言社，致未来抽象联展
北京正观美术馆，运行中的非形象
北京 798 圣之空间，超像第二回

2015 年
2014 年

法国里尔当代艺术博览会，南方码头画廊，几何抽象
北京寺上美术馆，抽象艺术新一代
北京 798 妙有画廊，复调的诗学
北京怡盛空间，超像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4 国际具象与抽象展长沙站
北京圣之空间，痕迹与线性
宁波文化馆，2014 国际具象与抽象展

2013 年

北京善美当代艺术画廊，个展
北京白庙计划个案展
北京玖层美术馆，草图与计划
徐州凤凰艺都美术馆 , 新抽象 2013
昆明云玺艺术中心，“与希望同行” 当代城市公益艺术展

2012 年
2011 年

暨 2013 中航·云玺大宅公益当代艺术展

连续的风景

北京宋庄无同国际艺术沙龙 , 实验艺术联展

120×100cm

北京水立方，“金太阳温暖之夜”暨 2012“聚光” 城市公益艺术展

密度板丙烯

北京北航艺术馆，个展

2016 年

北京国粹苑，" 卢浮宫中国当代画家联展 " 回国精品展
法国里昂画廊 Chantal et Patrick 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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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豪

“多棱体·新兴抽象的结构纬度”，798 艺术区青研会，北京
2014 年

作品

Art021 廿一艺术博览会，艺凯旋艺术空间，上海
“抽象艺术新一代”寺上美术馆实验室计划第三回，寺上美术馆，北京

Wang Hao

Works

“青年艺术 100”开幕展，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
“建筑遗痕”，名泰空间，北京
“新身份”中国当代青年艺术展，柏林，德国
“她·时代”，时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2013 年

新年北京文化客厅展，中华世纪坛当代艺术馆，北京，中国
“印忆矩阵”超媒介影像环境展，地坛公园，北京，中国
“青年艺术 100 项目”全国巡展，北京、广州、上海
“同分异构”影像现象展，2012 艺术北京博览会·影像北京主题展，北京，
中国

2011 年

“殊途同归”展，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50 把椅子”国际知名设计师作品邀请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中
国
“茶空间”开幕展，798 时代空间画廊，北京，中国

2010 年
2009 年

上海世博会英国馆零碳家具展，世博会英国馆，上海，中国
“暖冬”当代艺术展，创意正阳艺术区，北京，中国
“尤伦斯两周年纪念展”，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原创界·中国原创作品展”，三里屯 Village, 北京，中国

1976 年，生于山东青岛
2003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北京 中国
2011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 北京 中国
现居北京
个展
2012 年

“翻·新—王豪作品展”，SOHO 中国总部，北京，中国

群展
2016 年

“关注的力量·青年水墨作品展（第三回）”，今日美术馆，北京
“研究室计划（第三回）：运行中的‘非形象’”，正观美术馆，北京
“抱朴·中国国家画廊网学术邀请展”，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
“循循”展 第二回，芳草地画廊·侨福芳草地，北京
“100 零一天”，青年艺术 100·德必 WE，上海
“Cross Thinking”，艺凯旋艺术空间，北京
“中国创造力·中国当代艺术跨年展”，复兴美术馆，新加坡

2015 年

“62 度灰和他的朋友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
南京国际青年艺术双年展，金陵美术馆，南京
“复象的幽灵”，玉衡艺术中心，上海
“艺术发现”展，艺术财经空间，北京
“知性图景”，艺凯旋艺术空间，北京
“匿名展·一场由小作品主导的视觉游戏”，798 圣之空间，北京
“形式的意味”青年抽象艺术展，凤凰艺都，上海

朴（三联画之二）
54×24×3cm
水泥综合材料
2015 年

Art Central，艺凯旋艺术空间，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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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 gallery 开幕展”；荷兰 鹿特丹

宋昱霖

作品

“凝视——2015 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双年展”；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
“科隆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德国 科隆

Song Yulin

Works

“观看与言说”；广州 香港当代美术馆
“黑白进化论”；峨眉山 雅公艺术空间
“边缘突围——抽象艺术展”；北京锦都艺术中心
“ART BREDA”；荷兰 BREDA
2014 年

“南京国际美术展”；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马来西亚艺术博览会“重庆当代女性艺术展”；吉隆坡
“常青藤计划 2014—中国首届青年艺术家推介 展”；北京中间美术馆
“无形无色”；北京先声画廊
“三界外——观念的绝对化”；北京 5 艺术中心
“ART T3”；北京首都机场
“同构 . 对画——两岸青年艺术家交流展”；北京 索卡艺术中心
“宁波艺术博览会”；宁波
“巴黎艺术博览会”；巴黎大皇宫
“图像即观念”邀请展；大连艺术展览馆
“中心视角——单元：密码”；北京上舍空间

2013 年

“独立的品格 2013 潜质艺术家年度提名展”；北京大河湾美术馆

2012 年

“艺术媒体主编沙龙”2012 当代艺术提名展；北京元典美术馆

2011 年

参加“起承转合 2011 德美艺嘉年终艺术展”，北京歌华设计艺术馆

“想象无限——青年艺术家计划”邀请展；北京世纪坛美术馆
“艺术的鄂尔多斯”当代艺术展；鄂尔多斯
参加“I CAN PAY 艺术节”，上海世贸商城展馆
参加“70、80 女性艺术家邀请展”，北京 新时代画廊
四川人，职业艺术家

2010 年

参加“独白Ⅱ：个体经验的再现与表现”艺术展，成都 A4 当代艺术中心

2002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参加 CIGE 画廊博览会。北京 国贸展览中心

2005-2006 年生活工作于重庆四川美院坦克库艺术中心
2007-2009 年生活工作于北京费家村艺术区
2009-2010 年生活工作于奶东艺术区，同年参与暖冬计划
2012-2015 生活工作于北京费家村艺术区
2015 年于北京顺义建立宋昱霖工作室

参加“楼上的青年—2010 年青年批评家提名展”，北京 时代美术馆

参加“聚合的视野—国际当代青年艺术展”，北京 韩国文化馆
2009 年

参加“经验·惊艳”当代艺术展。北京 捷豹展览中心
参加“领升 2009 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北京 北京当代美术馆

2008 年

参加“独白：艺术的重建”艺术展 ，北京 水木当代艺术中心

个展
2016 年

“Incessant Reevaluation(s)——漆驭天 宋昱霖双人展”纽约

2014 年

“时代映像——从格式化到十八拍”北京宁空间

2011 年

“格式化——宋昱霖作品展”北京卓越空间

OZANEAUX 艺术空间

群展
2016 年

“同时代人——当代水墨邀请展”；北京 山水美术馆
“绘画在当下”当代艺术展；北京 百家湖 ART100 空间
“朔州国际油画邀请展”；朔州 朔州老城会馆
“常青藤计划 2016——释放”；天津 天津美术馆
“五 . 四新青年艺术展”；长沙 力美术馆
“峨眉国际当代艺术展”；峨眉 旅博会馆
“弃 . 器当代艺术展”; 北京 大河湾美术馆

2015 年

“2015 南京国际美术展”；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十八拍——红爪
120×155cm
布面丙烯
2013 年

“十人十色 批评家提名展——青年艺术 100”；北京 农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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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

现在将来时

群

波恩当代艺术馆

德国

不期而遇——周围艺术十人展
2014 年

Chi Qun

冷秩序

新绎空间

抽象艺术新一代

周围艺术

寺上美术馆

更 . 抽象
净空

弘益大学现代美术馆

鸿坤美术馆

青年艺术 100
凤凰艺都

学院之星

北京

北京

上海 | 北京

保利博物馆

北京

绘画作品展——AMNUA 零方案第七回展
温度的线条

名泰空间

手工机器

分泌场

拓象

北京空间

青年艺术 100

北京
伯乐

上海

圣之空间

北京

中韩文化交流展

韩国文化院

对话抽象双个展

G1 画廊

北京

上海

思维之上

Loftooo 艺术空间

晕轮效应

视界艺术中心

青年艺术 100
微生活

2010 年

迟群

上海

上海

2006 年

2006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获学士学位

索卡艺术中心

千里之行优秀作品展
学院之光

偏锋新艺术空间

北京

全国巡回

新学院精神提名展

1981 年生于山东

北京

北京

平心——中国抽象艺术第五回展
2011 年

南京

北京

Today i am blind

2012 年

树美术馆

季节画廊

白相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

北京

v 时代青年当代艺术展
2013 年

韩国

北京

农业展览馆

力利记空间

Works

北京

青春礼赞—中韩青年艺术展
形无形之三

作品

上海

北京

台湾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环铁美术馆

北京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北京

北京

2010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获硕士学位
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个展
2015 年

迟群

今格空间

两种关系
2014 年

反光

北京

名泰空间

北京

M50 艺术空间

上海

群展
2016 年

集体个人主义三
青年艺术 100

周围艺术

上海

农业展览馆

北京

发烫的冰：冷形式的表现欲
又见六月

G1 画廊

运行中的“非形象”
Cross Thinking
2015 年

匿名展
抽象

正观美术馆

北京
北京

蜂巢艺术中心

圣之空间
那特画廊

现在将来时

北京

艺凯旋艺术空间

无声诗—中国当代艺术展巡回展
秩序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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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空间

上海

北京

北京

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艺术中心

澳大利亚

七条蓝线 - 深灰
150×200cm
布面油画
2015-2017 年

四川

艺术财经空间

悉尼中国文化中心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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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廖建华

同行同至——批判性传统主义
中国当代墨线艺术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中国式书写的维度

Liao Jianhua

新绎空间

当量

力美术馆

长沙 , 中国

超象

怡盛空间

北京，中国

抽象新一代

寺上美术馆

复调的诗学

妙有艺术空间

隐·象

egg 画廊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

青研会画廊

北京，中国

5 艺术中心

Loftooo 艺术空间

升空间

反转基音

北京，中国
香港 , 中国

上海，中国

圣之空间艺术中心

“异动” 湖南青年艺术家提名展
礼物

Works

北京 , 中国

北京，中国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超像——痕迹与线性
2013 年

波恩，德国

北京，中国

三界外 - 观念的绝对化
场域

作品

南京，中国

波恩当代艺术馆

多棱体——新兴抽象的结构纬度
2014 年

北京，中国

北京，中国

后湖国际艺术区

湖南，中国

北京，中国

唐人当代艺术中心

北京，中国

多元丛生 当代青年艺术展 布鲁姆画廊 北京，中国
韩中现代美术交流传

508Gallery

空相——当代艺术展

民生艺术中心

“2013 多样性”ARTrium@MCI
拓·象
2012 年

北京空间画廊

大邱，韩国
北京，中国

Y2ARTS

新加坡

北京，中国

“失忆招领处”年轻艺术家群展

北京空间画廊

“中国制造”中国当代艺术家路家诺 - 贝纳通展
2011 年

执着

2010 年

新造形艺术大展

2009 年

1981 年出生于湖南
2005 年毕业于岳阳师范学院

新加坡

大邱，韩国

第三届韩外艺术家优秀作品邀请展

大邱，韩国

+(86)0102– 十位当代艺术家联展

Y2ARTS Showroom

“中国视觉 水墨社会”

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2007 年

“和”中外艺术家联展
“生活在宋庄”

个展
2016 年

ION Art Gallery

“一分钱交换计划”廖建华个展

2015 年

“无限有限”廖建华个展

2013 年

“心相”廖建华个展

2011 年

“有意无意”廖建华作品展

2009 年

廖建华首次个展 “思空图”

东篱艺术中心

艺琅国际

egg 画廊

2004 年

北京，中国

北京，中国
米兰，意大利

上上国际美术馆

一号地艺术园区 A-space

宋庄美术馆

“左边 * 右边”绘画联展

新加坡

北京，中国
北京，中国

北京，中国

湖南，中国

北京，中国

北京，中国

龙德轩当代艺术中心

北京，中国

Y2ARTS Showroom

新加坡

联展
2017 年

“极”来自中国的新艺术
异次元视角

2016 年

The Page Gallery

上海半岛美术馆

首尔 韩国

上海，中国

“另一种选择 ”第三届今日文献展

今日美术馆

北京，中国

永彩 何汶玦全国青年艺术家大奖作品展 禾美术馆 长沙，中国
自然生长

大烟囱艺术中心

城市变线

上海展览中心

上海，中国
上海，中国

敞开视野：水墨的生态 中国当代水墨学术邀请展
海，中国
我的艺术私藏

比尔美术馆

运行中的“非形象”
假园

今日美术馆

时区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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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

北京，中国

新疆当代美术馆

威

京 LJH160128
100×100cm

瑞士

正观美术馆

威海市美术馆

布面丙烯
2016 年

新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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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北京 798 印象展，海牙市政厅，海牙，荷兰

博

作品

青年思想家：勇气与自由，皇城艺术馆，北京，中国
艺起来 Art Up — 当代青锋艺术博览会，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中国

Peng Bo

Works

后黄桷坪艺术—08 年以来的视觉维度，佳想安善美术馆，重庆，中国
2014 年

艺术澳门博览会，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展览厅 B 馆，澳门，中国
青年艺术 100，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中国
净空，凤凰艺都，上海 ; 凤凰艺都；798 艺术区，北京，中国
新身份，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柏林总部，柏林，德国
青年决定未来，香港 K11 艺术馆，香港；艺术财经空间，北京，中国

2013 年

青年艺术 100 全国巡展项目 , 北京 | 深圳 | 上海，中国
第六届成都双年展主题展—万有引力，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成都，中国
变异—中国当代新锐艺术家推荐展，G1 画廊，上海，中国
复调—开放六月青年艺术家年度提名邀请展，黄桷坪当代美术馆，重庆，中
国
与时光交织的生活艺术展 , 新光文苑，新光天地，北京，中国
首届艺术澳门博览会，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展览厅 A 馆，澳门，中国
垒积 - 中英艺术家作品三人联展，501 序空间，重庆，中国
艺术北京“梅赛德斯 - 奔驰艺术突破”主题展，Being Asia—中日韩艺术家
推荐展，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中国
“SURGE ART 艺起”北京艺术节，三里屯太古里，北京，中国
层出不穷，悦心斋，香港，中国

2012 年

日常转译—时态第四回展，望江公舍，重庆，中国
多重世界－2012 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梯级艺术中心，798 艺术区，北京，
中国
青年艺术 100 全国巡展项目 , 北京 ( 阿拉里奥画廊 )| 成都 | 深圳 | 香港 | 鄂
尔多斯，中国

1982 年出生于中国重庆合川
2006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 , 获学士学位
现居重庆黄桷坪坦克库

目击，坦克库 . 重庆当代艺术中心 , 重庆 , 中国
2011 年

第二届“保时捷溢彩心”艺术作品展，重庆美术馆，重庆，中国

2009 年

生化－虚实之间－动漫美学双年展 , 今日美术馆 , 北京 , 中国
Green 当代艺术展，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展厅，北京，中国
虚物—新锐艺术家联展，就是 SPACE 画廊，798 艺术区，北京，中国

个展
2017 年

面壁 - 幻象觉醒者彭博，一莲艺术空间，觹堂文化智库，北京，中国

2013 年

彭博—百里挑一·青年艺术个展秀，
圣之空间艺术中心，
798 艺术区，
北京，

2008 年

同堂异梦，壹空间画廊，798 艺术区，北京，中国

中国

漫天动海，林大画廊，上海，红坊艺术区，中国

旅尘—彭博个人作品展，大理旅马咖啡馆，云南，中国

我们是未来，140 平方米画廊，上海，中国
亚洲顶级画廊酒店艺术博览会，Art Gate 画廊，东京，日本

群展
2017 年

异次元视角—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主题展，上海半岛美术馆，上海

2016 年

长路同行—2016 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主题展，诺·艺站，上海
2016 CIGE, 国家会议中心，北京，中国
道 . 同 / 契 . 合—中英当代艺术邀请展，云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主题展—城市变线，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中国
四点四色—中国当代艺术联展，艺术 ISSUE 艺术计划，台北，台湾，中
国
虎视眈眈—华人青年新绘画，琴山画廊，首尔，韩国
墙势力—墙报艺术家展，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Spoon 艺术博览会，首尔，韩国

2015 年

独白－艺术的重建，水木当代艺术空间，798 艺术区，北京，中国
动漫美学百相，林大艺术中心，798 艺术区，北京，中国

南京国际青年艺术双年展，南京书画院（金陵美术馆），南京，中国

UPDATING 超越自我—青年艺术季展，墙美术馆，北京，中国
漂浮的风景 ,K 画廊 , 成都，中国
2007 年

动漫美学超链接特展 , 月亮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 北京，中国
从现代性到永恒—首届 Animamix 动漫美学双年展，上海当代艺术馆
（MoCA），上海，中国
新锐策展人计划—相信未来 , 北京 TS1( 宋庄壹号 ) 当代艺术中心 , 北京，
中国
空景 151001
99.5×145cm
布面油画
2015-2016 年

青年艺术 100·回顾展，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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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建交 50 周年法国 2014 年 卢浮宫卡鲁赛尔艺术展，卢浮宫 巴黎

刘景弘
Liu Jinghong

作品

中国（临沂）艺术博览会，临沂国际会展中心 临沂 中国
艺术澳门博览会，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中心 澳门 中国
2013 年

Works

2013 年度“青年艺术 100”，北京，深圳，上海，香港，澳门
2013 年度“青年艺术 100”香港站，K11 购物艺术馆，香港
绝圣弃智，先声画廊，北京，中国

2012 年

“聚慧”中国·法门寺当代艺术展，西安美术馆 西安 中国
2012 年度“青年艺术 100”，北京，香港，鄂尔多斯，成都，深圳
齐物论，中国当代青年艺术家推荐展，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北京 中国

2011 年

新美苑 70,80 当代艺术展，白空间 北京 中国
2011 年度“青年艺术 100”，北京，广州，上海，无锡
80 后艺术档案，宋庄美术馆 北京 中国
对对碰当代艺术展，先声画廊 北京 中国
“青年领袖”百人新锐榜，小堡驿站美术馆，北京，中国

2010 年

鸿场 - 新锐艺术家邀请展，鸿场美术馆 广州 中国
象外之象—当代抽象 10 人展

中国 广东 中山美术馆

1985 年 出生于黑龙江
2008 年 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
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个展
2016 年

名泰新锐个展推广计划第十回，名泰空间，北京，中国

2013 年

青年艺术个展秀第三回——刘景弘，范虚骐双个展，圣之空间，北京
中国
证悟——刘景弘个人作品展，觉得艺术馆 北京，中国

联展
2016 年

2016 年度“不同凡响”，北京，中国
无界，第二届中德青年艺术家发展基金联展 ,Sans Titre 美术馆，波茨
坦，德国
100 零一天，青年艺术 100. 德必 WE，德必 WE 国际文化创意中心上
海 中国

2015 年

艺术家公盘开盘展，国际版权交易中心 北京 中国
艺术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 北京 中国
2015 年度“不同凡响”, 北京，中国
艺术南昌，南昌国际展览中心 南昌 中国
智象——当代艺术展，北京悦 . 美术馆 北京 中国

2014 年

高考，名泰空间 北京 中国
2014 年度“不同凡响”, 北京 , 澳门

证悟 . 蓝 No.16
100×140cm
布面油画
2016 年

觉得（释）界当代佛教艺术邀请展（世佛会），法门寺 西安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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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 森林——当代青年艺术家邀请展，湾仔画廊，香港，中国

唐明伟
Tang Mingwei

作品

秩序的边界，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追述的痕迹——四川美术学院 2004 级邀请展 A 画廊 重庆 中国
2014 年

Works

南京国际美展，南京，中国
青年 100 艺术项目 , 中国
青年艺术 +——“致敬·青春”全国青年艺术家特展，北京，中国
第五届重庆美展暨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重庆选送作品展，重庆美术馆，重庆，
中国

2012 年

“学院力量”之四川美术学院——差异共同体，蓝顶美术馆，成都，中国

2011 年

第二届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虎溪公社，重庆，中国

2010 年

我们展，黄桷坪美术馆，重庆，中国

2009 年

原始股，黄桷坪美术馆，重庆，中国

当代大学生艺术提名展优秀艺术家回顾展，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2008 年

纯形 +——几何抽象艺术展，墙美术馆，北京，中国
当代艺术院校大学生年度提名展，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2007 年

异样·多样——新纪元青年艺术邀请，申画画廊，香港
纯形——几何抽象艺术展，器艺术空间，重庆，中国

1985 年出生于四川省大竹县
2004 年毕业于四川省大竹中学
2008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
现工作生活于重庆
个展
2016 年

孕含性的顷刻—唐明伟个展， 老码头 . 二号库 ART +SPACE，上海

2010 年

继续推进的几何抽象——唐明伟个人作品展，涂鸦街画廊，重庆

2007 年

规·矩——唐明伟个展，感觉艺术空间，重庆

抽象与几何 -- 唐明伟 苏艺双个展， 亚洲艺术中心，北京

群展
2017 年

“青年艺术 +”优秀作品海外巡展，柏林，德国

2016 年

“常青藤 2016”确定的是“不确定性”, 天津，中国
青年艺术 + 推广计划国内（北京站），北京，中国
精神视觉——2016 青年美术家五·四提名展，长沙，中国
新星星艺术节获奖作品巡展，南京，中国

2015 年

新星星艺术节，西安，中国
青年 100，北京，中国
南京国际青年艺术双年展 , 南京，中国
青年艺术 +，北京，中国
第二届南京国际美展，南京，中国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开馆展——“民间的力量”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线组合 10c
120×120cm
布面综合材料
2016 年

北京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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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美好？”，XGallery，大连

朱佩鸿

作品

强迫症 2.0，EGG Gallery，北京
“追寻城市缺失的色彩——走近光明”，第 20 届上海艺术博览会，上海

Zhu Peihong

Works

初 . 新——年代青年艺术展，年代美术馆，温州
2015 年

UCCA 尤仑斯艺术品私享会，UCCA 尤仑斯艺术品商店，北京
" 年轻力量——青年 100 推荐展 "，南京尚东当代艺术中心，南京
" 形式的意味——青年抽象艺术展 "，凤凰艺都上海红坊空间，上海
艺术北京 2015，名泰空间，北京
" 民间的力量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
" 传承与使命——新青年艺术运动首展 "，凤凰艺都，北京
" 年轻力量——青年艺术 100 推荐展 "，南京尚东当代艺术中心，南京
青年 100 启动展，北京市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
" 追寻城市缺失的色彩——璀璨季节 "，第 19 届上海艺术博览会，上海

2014 年

" 学院力量 - 新绘画报告第一回展 "，罗湖美术馆，深圳
"1964-2014 法中相知相交五十载 - 中国当代，中国艺术家作品巴黎邀请展 "，
巴黎 17 区市政厅，巴黎
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展 " 研展 "，中央美术学院，北京
" 学院新艺术展 "，罗湖美术馆，深圳
" 研展 / 延展 " 研究生优秀毕业作品展，中央美术学院，北京
" 仲夏 "，ARTMIA 四季空间，北京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上海展区，上海艺术宫 / 原世博会中国馆，上海
UCCA 尤仑斯艺术品私享会，UCCA 尤仑斯艺术品商店，北京
"2014 青年 100 启动展 "，北京市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
" 即刻 " 青年版画展，尚 8 美术馆，北京

工作生活于中国

" 腹花集 " 虚苑美术馆青年艺术邀请展，虚苑美术馆，北京

2005 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附中

" 瞭望之塔 " 青年艺术邀请展，中央美术学院燕郊美术馆，北京

2010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第四工作室，获得学士学位

"NETWORK21C ART Festival 2014" 艺术邀请展，韩国全州

2014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获得研究生学位

" 释放 "，C-Space, 北京
" 追寻城市缺失的色彩——朱玉祥朱佩鸿父子双个展 "，第 18 届上海艺术博

个展
2016 年

“无形有画”，Twinsart 艺术空间，上海

2015 年

“自如的印痕”，名泰空间，北京

艺趣芳草地，芳草地画廊，北京
UCCA 尤仑斯艺术品私享会，UCCA 尤仑斯艺术品商店，北京

2016 年

"2014 艺术澳门博览会 "，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中心，澳门
2013 年

" 我形我色 " 联展，UP SAPCE 画廊，北京
"NETWORK21c ART Festival 2013" 艺术邀请展，韩国全州

群览
2017 年

览会，上海

2016 艺术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
ART CENTRAL 艺术博览会，香港
“循循”展第二回，芳草地画廊，北京
UCCA 尤仑斯艺术品私享会，UCCA 尤仑斯艺术品商店，北京
“造化——中国当代艺术展”，Salmance 艺术中心，霍巴特

2012 年

红门画廊 2012 巡回展及 " 两代人”——中国当代艺术 20 年 " 展览，悉尼市
政厅，澳大利亚
首届 "CAFAM 未来展：亚现象 "，中央美术学院，北京
" 千里之行：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优秀作品收藏展 "，Art @ Golden Square
艺术空间，伦敦
"6th Tropical Lab" 国际艺术家活动展，LASALLE 艺术学院，新加坡
" 时代风采 -2012 中国百家金陵画展 "，江苏省美术馆，南京

“造化——中国当代艺术展”，204 艺术空间，墨尔本
“造化——中国当代艺术展”，悉视空间，悉尼
“青年艺术 100 德必”，德必环东华 WE，上海
宋庄美术馆建馆十周年系列展之二——”尖先生与卡小姐项目 B“，宋
庄美术馆，北京
中国当代 - 卢森堡大公国迪基希市美术馆巡展，卢森堡大公国迪基希
市美术馆，卢森堡
“吴语·方言——上海艺术家作品邀请展”，中华艺术宫，上海

我的空间－绿洲 2017-1
120×50cm
布面丙烯
2017 年

“2016 青年 100 启动展”，北京市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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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当代艺术系列展 十二月·十二人群展计划

谢儒杰

作品

- 福建省美术馆
- 泉州 ART BOX 移动美术馆

Xie Rujie

Works

- 融侨艺术中心
- 三坊七巷展览馆
- 贵谷展览馆
- 福建师大美术馆
- 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 福州天趣画廊
- 福州中联翰墨艺术馆
- 福州芍园 1 号创意中心
- 福州红坊 / 海峡创意园
2013 年

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优秀作品特选展，华东师大美术馆，上海
“异彩芬呈”画展，涵翠园展览中心，上海
“温度”当代艺术展，明圆美术馆，上海
“冲撞浮华”当代艺术展，闽都美术馆，福州

2012 年

“一石三鸟”谢儒杰、史小可、宣琛昊架上艺术作品展，华东师大美术馆，上
海
上海第十六届艺术博览会，上海世贸中心，上海
“2012 图像”上海美协小幅油画展，东外滩艺术空间，上海
“十只人”当代艺术作品联展，华东师大美术馆，上海
“乱码”十五人艺术作品展，四叶草画廊，成都
中国“骚青年”当代艺术邀请展，新泽园艺术中心，上海

个展
2013 年

华东师范大学 60 周年暨艺术学院美术学系 30 周年美术大展，
刘海粟美术馆，

“合辙 2”谢儒杰个人作品展， 名画廊， 上海
“释我”谢儒杰个人作品展， 芍园 1 号创意中心， 福州

上海
2011 年

“悬”中国青年当代艺术家邀请展，311 艺术空间，上海

二人展
2013 年

“合辙”谢儒杰、林昊双人艺术作品展，艾宝艺术空间，上海

2010 年

“与时代同步”双人艺术作品展， 华东师大美术馆， 上海

“首届碧云艺术展”，碧云国际中心，上海
中国当代艺术院校大学生年度提名展，今日美术馆，北京
2010 年

“重新界定”观念艺术作品联展，311 艺术空间，上海

“视界”中国抽象艺术家邀请展，四川省美术馆，成都
“无山不隐”2017 特展，大壶艺术中心，上海

2016 年

“水色深呼吸”纸上作品展，刘海粟美术馆分馆，上海

“关于现实”艺术作品展，THINKTH 创意工场，苏州
2009 年

“今天”观念艺术作品展，华东师大美术馆，上海

中心，厦门

“再扑捉”上海艺术摄影作品大展，徐汇美术馆，上海

“求索”新水墨艺术作品展，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厦门
第四届福建省青年美术家提名展，福建省美术馆，福州
“木兰舟艺术计划之文明漂流”，融侨艺术中心，福州

“超、超”上海青年艺术展，证大艺术美术馆，上海
“柏斯之音”主题创作大展，柏斯展览中心，北京

“正青春 2”2016 福建省青年画院艺术作品展，厦门国际会展

2015 年

上海美协“笔迹”当代小幅油画展，虹桥当代艺术馆，上海
“再建现实”艺术作品邀请展 THINKTH 创意工场，苏州

群展
2017 年

“直觉”上海美协小幅油画，东外滩艺术空间，上海

“我想告诉你们的”观念丶艺术形态工作室作品展，华东师大美术馆，上海
2008 年

“我想说的”艺术作品展，311 艺术空间，上海

“瓷语”青年艺术家跨界实验作品展，上舍画廊，北京
“闽滇情”艺术作品展，福建省画院美术馆，福州
“烈炙的造化”当代陶瓷艺术展，万旗艺术中心，泉州
“正青春”福建省青年画院成立展，福建省画院美术馆，福州

2014 年

“旋转上升”新锐艺术家邀请展，厦门展览中心，厦门

格局系列 - 迷局二

“厦门 798 时代空间艺术生活节”，SM 广场，厦门

90×120cm

“听——时代的城市温度”装置艺术展，三坊七巷美术馆，福州

布面油画

“大浪潮”海峡两岸青年艺术家交流展，融侨艺术中心，福州

2011 年

“表象之外”当代艺术展，心合美术园，厦门
“插肩不过”当代艺术邀请展，抱云山房艺术机构，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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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思辨－

谭根雄

2013 年

上海美术作品进京展

中国美术馆

2012 年

中华艺术宫开馆展

2011 年

吾土吾民

2010 年

东形西式 / 上海四川油画作品交流展

另一种乌托邦·家园

Tan Genxiong

天翼

明圆美术馆

Works

法国图卢兹航天中心
浙江省美术馆

中国油画学会主办
天艺美术馆

气蕴·东方 / 首届世界华人抽象艺术大展
“介入”国际艺术展

国际 BEAM-me 影像展
上海美术馆藏画展

上海

瑞士巴塞尔

上海美术馆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水墨作品）外围展
重返现代 / 中国抽象文本馆藏作品展
2008 年

四川成都

重庆黄桷坪美术馆

瑞士巴塞尔

政治联姻 M50 1918 画廊
2009 年

作品

上海

中华艺术宫

上海
北京 798 锦都艺术中心

卡塞尔文献展

德国

重返现代主义

杭州西湖美术馆、宁波美术馆

中国风 / 当代中国抽象艺术展
第三届世界和平年美术大展
2007 年

中国抽象文本展

2006 年

上海抽象艺术大展

2005 年

85 美术致敬——20 年

2005 年

东·西 / 中、日、德、美 / 联展

德国波茨坦
日本横滨

宁波美术馆
上海明圆美术馆
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
上海·刘海粟美术馆

1956 年生于上海
1983 年毕业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系教授
个展
2017 年

紫禁城 谭根雄个人作品展 梧桐美术馆 上海

2016 年

黑雨 谭根雄个人作品展 福建省美术馆 福州
南北对话（华东师范大学谭根雄 中央美术学院唐承华） 崇明美术馆

2007 年

紫禁城 谭根雄个人作品展 锦都艺术中心 798 北京

1997 年

谭根雄个人作品展 Toulouse 市会议厅 法国

群展
2017 年

视界 中国抽象艺术家邀请展

2016 年

质地的再叙述 综合材料邀请展

2015 年

85 美术三十年

四川省美术馆

他山之石 陶瓷水墨 门斯特国际艺术展
新华中心·新空间

海上繁花 佘山当代艺术中心
海平线 30 年回顾展

德国

威狮国际艺术中心
上海

中华艺术宫

回归与起航——中外艺术家泉州对话艺术展
异·同 东京中国文化中心
首届中国综合材料双年展
2014 年

泉州

日本
宁波美术馆

回望海平线——第十五届海平线绘画、雕塑特别展

中华艺术宫

第三届中国全国油画名家邀请展

江苏省美术馆

环球视野——云间美术馆开馆展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云间美术馆

象界——上海当代艺术邀请展

（上海）红坊雕塑创作中心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综合材料与绘画）
上海美术作品赴香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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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

上海

河北省博物院

紫禁城系列
100×120cm
综合材料
2011 年

香港会展中心新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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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璜生
Wang Huangsheng

美术作品为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意

作品

大利曼托瓦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 (Ashmolean Museum)、德国霍夫曼
收藏馆、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浙江美术馆、湖北美术馆、广

Works

东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等收藏。

1956 年生，1962 年起随从父亲王兰若先生学习中国画。1990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
学院，获硕士学位；2006 年，获博士学位。
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中央美院学术委员会
委员，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
会委员，中国美协策展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德国海德堡大学
客座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2004 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06 年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骑
士勋章”。2013 年获“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创办和策划“广州三年展”、“广州摄影双年展”、“CAFAM 双年展”和“CAFAM
未来展”，“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策划“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文献展”
和“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摄影展等大型展览。2000 年至 2009 年任广东美术馆
馆长。
出版美术理论专著《中国明清国画大师研究丛书——陈洪绶》；《中国绘画艺术专
史——山水画卷》（合著）；《作为知识生产的美术馆》。个人画集《日常·心情——
王璜生大花系列》，
《天地悠然——王璜生的水墨天地》，
《后雅兴：王璜生水墨艺术》，
《游·象：王璜生》、《无边：王璜生作品》、《游·刃：王璜生》、《碌碌而为：
王璜生》、《谜园：王璜生艺术展》等。
作品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第九届全国美展”、“第十一届全国美展”、“百
年中国画大展”、“台湾水墨双年展”等。在中国北京、广州、上海、苏州、南京、
武汉、杭州、台湾、香港，及德国柏林、海德堡，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等地美

箴象
123×123cm
综合材料
2017 年

术馆及画廊举办过个人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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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易罡
Wang Yigang

1992 年

“九十年代早期—王易罡作品展”，中央美院画廊，中国，北京

作品

群展
2016 年

Works

“重绘画，博弈当代艺术困境” 白盒子美术馆，北京
“中国当代纸本绘画”the waterfront gallery，伦敦
“2016 抽象中国”展 ，上海明圆美术馆，上海
“运行中的非形象”，正观美术馆，北京
“游吟时代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诗意”艺术方位画廊 深圳
“抽象艺术研究展”，今日美术馆，中国，北京

2015 年

“倒叙的美术史：中国当代艺术的另一种线索” 艺利美术馆，中国，北京
“抽象与意境”，缤纷美术馆，中国，北京
“国风”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巡展，中国，北京
“后学院学术研究展”，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广东

2014 年

“社会风景”——当代艺术中的“风景叙事”，中国，成都。
“1960”，泉空间，中国，北京
“再编码：修辞与叙事的重构”芳草地画廊，中国，北京

2013 年
2012 年

“未曾呈现的声音”平行展，意大利，威尼斯
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法国，巴黎
“广州三年展——第三自然 . 中国再造”，广东美术馆，中国，广州
“无形之形——中国当代艺术展”，卡尔舒特艺术中心，德国
“在当代 2012 中国油画双年展”，中国美术馆，中国，北京
“当代艺术意义范式的转移”，蓝顶美术馆，中国，成都

2011 年

“独领风骚—北京索卡十年”，索卡艺术中心，中国，北京
“东北虚—东北当代艺术轮廓”，索卡艺术中心，中国，北京

1961 年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2010 年

“改造历史——2000—2009 年的中国新艺术”，北京国际会展中心，中国，

1986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获学士学位

北京

2012 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性—2010 当代研究艺术文献展”，苏州本色当代美术馆，中国，

现任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教授 研究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委员

苏州
2009 年

“无我之境”，villa friede 艺术馆，波恩，德国
“绽放的色彩”，sai 画廊，首尔，韩国

2016 年

“flow 化境”，香农画廊，巴黎，法国
“未见”，巴黎亚洲艺术中心， 法国
“反抽象：书写，过程，身体成为一种新方式”西安美术馆

2013 年

“无关乎远近”，沈阳久麗美术馆

2012 年

“在色彩与情感之间”, 索卡艺术中心，中国，北京

2010 年

“从西方到东方”，华山创意文化园，中国，台北
“王易罡抽象艺术回顾展”，今日美术馆，中国，北京

2008 年

“碰撞—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实验的案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
北京

个展
2017 年

“重构—中国抽象艺术 TOP 展”，浙江美术馆，中国，浙江

“这不是中国山水”，新加坡

“混合 MIX”中法当代艺术展，中国，沈阳
2008 年

“抽象与现代性”，德山艺术空间，中国，北京
“违章”，长征空间，中国，北京

2007 年

“中国当代艺术展”，韩国，首尔
“多元并存”中韩当代艺术交流展，首尔当代美术馆，韩国
“后先锋中国新艺术展”，汗雅轩，中国，香港
美国华盛顿国际艺术博览会，美国，华盛顿
西班牙国际艺术博览会，西班牙
中国北方当代艺术展，哥根廷画廊，德国
中国当代”社会艺术“展，俄罗斯特列恰科夫国家美术馆

“从微露主义到这不是中国山水”，华氏画廊，中国，上海
2007 年

“我们都有责任”，中国，上海
“美国制造”，程昕东艺术空间，中国，北京
“那时那地”，马里兰大学美术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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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中国山水”，双视觉画廊，美国，加州

2003 年

“长在红旗下”，双视觉画廊，美国，加州

1996 年

“王易罡个人艺术作品展”，红门画廊，中国，北京

1994 年

“王易罡个人艺术作品展”，红门画廊，中国，北京

抽象作品 s39 号
120×170cm
布面油画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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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大利当代艺术年展，杨·国际艺术中心，中国·北京

主玛于江

2013 年

Zhu Ma Yujiang

2012 年

浩瀚草原——中国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中国·北京

2011 年

两岸当代艺术展，台北当代艺术馆，中国·台北

作品

在时代的现场——全国写生美术精品展，国家军事博物馆，中国·北京
中美艺术交流展，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美术馆，美国·布法罗

2010 年

Works

混搭的图像——2010 中国当代油画展，西安美术馆，中国·西安
中国油画秋季沙龙展，北京 798 木真了艺术中心，中国·北京

2009 年

中德美术交流展，北京桥舍画廊，德国耶纳大学，中国·北京 / 德国·图
林根耶拿

2008 年

中国·西班牙艺术小组合作个人单元展，北京纽约空间画廊个展，中国·北
京

2007 年

国际艺术家工作室开放展，北京尚元素空间，中国·北京

2006 年

和平世界与艺术教育作品展，美国纽约教科文展示中心，美国·纽约

2005 年

中国·马来西亚当代艺术展，马来西亚滨城国立滨州美术馆，马来西亚·滨
城

2003 年

中国油画提名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北京
今日中国美术大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北京
中西亚艺术交流展，阿联酋迪拜苏菲亚画廊，阿联酋·迪拜

2002 年
1999 年

当代美术研究提名展，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美术馆，中国·北京
显影，美国福特基金会个展，中国·北京
并置七人绘画展，中国美术馆，中国·北京

1998 年

北京青年当代油画家邀请展，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中国·北京

1996 年

中日丝绸之路美术作品大展，中国美术馆 / 东京艺术中心，中国·北京

1993 年

独行者，比利时布鲁塞尔激浪艺术空间个展，比利时·布鲁塞尔
中国及伊斯兰国家艺术交流展，北京炎黄艺术馆，中国·北京

主玛于江		
60 年代 出生于新疆
1982 年 新疆艺术学院毕业
1988 年 中央民族大学获学士学位
1996 年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2008 年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获美术学博士学位
现任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8 年执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至今
民盟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展览
2016 年

南京国际美术展，南京百家湖美术馆，中国·南京
大幻化网——9 人艺术联展，北京 798 劳特斯辰艺术空间，中国·北
京
天工开悟——中国当代艺术大展，北京今日美术馆，中国·北京
他者自我——当代艺术邀请展 7 人联展，北京虹墙艺术画廊，中国·北
京

2015 年

峨眉当代艺术国际邀请展，峨眉会展中心，中国·峨眉
Meet by chance 不期而遇三人展，云·当代艺术空间，中国·北京
第二十一届全国版画展，江苏美术馆，中国·南京
南京国际美术展，南京国际会展中心，中国·南京
全国首届综合材料绘画双年展，宁波美术馆，中国·宁波
民族的当代属性，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中国·北京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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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所有制 No.8
185×107cm
综合材料
2017 年

意大利艺术与设计年会展，米兰当代艺术中心，意大利·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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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2001 年

岚

Zhu Lan
2000 年
1999 年

“朱岚 / 庄喆双个展”

HAN 现代艺术中心

“朱岚 / 庄喆双个展”

Madeleine Lacerte 艺术中心

“朱岚个展”

Ljublijana 城市博物馆

“朱岚个展”

Prince Arthur Fine Arts

“朱岚个展”

HAN 现代艺术中心

“朱岚个展”

Madach 艺术中心

“朱岚个展”

HAN 现代艺术画廊

蒙特利尔 加拿大

作品

魁北克城 加拿大

斯洛文尼亚

Works

多伦多 加拿大

蒙特利尔 加拿大
布达佩斯 匈牙利
蒙特利尔 加拿大

“朱岚 /Bruno Cecobelli 双个展”

Madeleine Lacerte 艺术中心

魁北

克城 加拿大
1998 年

“朱岚个展”

1997 年

“朱岚 /Serge Lemoyne 双个展”

HAN 现代艺术中心 蒙特利尔 加拿大

1996 年

“朱岚个展”

HAN 现代艺术中心

蒙特利尔 加拿大

1995 年

“朱岚个展”

HAN 现代艺术中心

蒙特利尔 加拿大

1992 年

“朱岚个展”

星岛艺术中心

1990 年

“朱岚个展”

Toyohasi 艺术中心

1989 年

“朱岚个展”

Sensaibasi 艺术中心

1988 年

“朱岚个展”

木村艺术中心

HAN 现代艺术中心 蒙特利尔 加拿大

多伦多 加拿大
丰桥 日本
大阪 日本

大阪 日本

联展
2016 年

“变相 - 水墨的纬度”

第三届当代水墨空间

“女性力量 : 新维度 - 国际女性主义巡回展
“自在花开”

首尔博物馆

九江美术馆

“夏至”朱岚 / 冯良鸿 / 袁佐三人展

颖画廊

“开绘”艺术厦门中国抽象艺术邀请展
“新墨象”中国当代水墨七名家展
“勿以类聚”

1979-1983 年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本科毕业，学士学位

“中国线”当代研究展

职业画家 , 现生活在北京和加拿大
个展
2017 年

“恒常”- 朱岚个展

2016 年

“时光” - 朱岚抽象作品展

2014 年

成画廊 ,798

红鼎画廊

“语”- 朱岚个展

北京

上舍空间

“朱岚水墨抽象观摩展”

2013 年

“墨の墨”——朱岚个展

2012 年

“朱岚个展” GAO 艺术中心
“抽象画家朱岚作品展”

2011 年

北京
北京

张家口展览馆

多伦多艺廊

“朱岚个展”

Oeno 艺术中心

新华空间

“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
“回归”当代艺术展

深圳画院美术馆

太庙艺术馆

北京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南京

山水美术馆

“开绘”——中国抽象艺术邀请展
“TA- 时代”——第二回艺术展

深圳

上海

“水墨 SHUIMO”——2015 邀请展

加拿大

山东

温州

北京
偏锋新艺术空间

“无常之常”——东方经验与当代艺术

北京

蒙特利尔

“85”美术三十年

温州美术馆

“向内”——中国抽象艺术第八回展

798 艺术区 北京

“朱岚个展”

法国

民生美术馆

北京

北京

普罗旺斯

上舍空间

北京

时代美术馆

北京

河北

加拿大
安大略

加拿大

2008 年

“朱岚个展”

Roseland 艺术中心

2007 年

“朱岚个展”

Maison de La Culture Cote-des-Neiges 艺术中心

蒙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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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中美术馆

时代美术馆

北京

威海金石湾美术馆

北京

“水墨本色“- 当代中国画邀请展

颂雅风艺术中心

“消散”朱岚 / 曹吉刚双人展

“心象”——朱岚个展

2015 年

北京

亦安画廊

江西

北京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墨海新境”第九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

1988-1990 年日本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意大利湿壁画专业研究生毕业，硕士学位

北京

韩国

“新墨象”中国当代水墨七名家展

1962 年 生于北京，绘画世家

广东省美术馆

大千当代艺术中心

多伦多

加拿大

加拿大

2006 年

“朱岚个展”

Roseland 艺术中心

多伦多

加拿大

2003 年

“朱岚个展”

Galerie Shim no uchi 艺术中心 大阪 日本

2002 年

“朱岚个展”

UEIHONMACHI 艺术中心

大阪

升
97×181cm
纸本水墨
2015 年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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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湖湘文脉——当代艺术邀请展”，圣之空间艺术中心，中国，北京

放

作品

“出湖·入湘——2016 湖湘当代艺术家邀请展”，艺尚源艺术中心，中国，
长沙

Feng Fang

Works

“欢乐春节：2016 年纽约艺术中国汇”，贾维茨国际展览中心，美国，
纽约
2017 年

“国风——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巡展”，圣之空间艺术中心，中国，北京
“国风——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巡展”，阿斯特利美术馆，瑞典
“国风——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巡展”，戴亚基列夫现代艺术博物馆，俄罗斯，
圣彼得堡
“中国·湖南（国际）艺术博览会”，湖南省展览馆，中国，长沙
“感觉的基础——庆祝北京电影学院 65 周年美术作品展”，北京电影学
院美术馆，中国，北京
“从心出发——湖南省第七届油画展”，高地美术馆，中国，长沙

2017 年

“当量——2014 湖南省油画学会年度展”，力美术馆，中国，长沙

冯放 1962 年 7 月出生，广东深圳人，籍贯湖南长沙
1980 年 12 月 中专毕业于湖南省艺术学校舞台美术专业
1987 年 7 月 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
1998 年 7 月 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现任
北京电影学院当代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研究生导师
潇湘电影集团影像与实验艺术中心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
个展
2017 年

自主的斑斓﹣陈思源作品展，东瑞艺术中心，潍坊

2016 年

“风清骨骏——冯放当代艺术展”，北京电影学院当代艺术创作中心，
北京，中国

2013 年

“底层关注——冯放实验影像展”，橙子艺术空间，长沙，中国

联展
2017 年

“写意与意象——艺术中的东方精神”，大都会展览馆，美国，纽约

2016 年

“在意——第三届中国油画双年展（2016）”，中国美术馆，中国，
北京
“不期而遇——中国意象油画五人展”，上海新美术馆，中国，上海
“文兮归来——中国当代艺术展”，深圳美术馆，中国，深圳
“超以象外——中国意象油画作品展”，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
瑞典
“平远——中斯当代艺术展”，今日美术馆，中国，北京
“地球是平的——中斯当代艺术展”，ＵＧＭ美术馆，斯洛文尼亚，

惊蛰 04
120×120cm
综合材料
2014 年

马里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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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晖

作品

Zhang Zhaohui

Works

张朝晖，视觉艺术家，当代艺术研究者，成长于北京
自幼学习传统书画和西方绘画基础，曾经在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央美术学院，
以及纽约的巴德学院等知名艺术学府广泛研习古今艺术历史，理论和实践，并获得
多个高级艺术学位
早年曾在中国美术馆任职八年
出版中英文艺术著作，译著和文集十余种
艺术作品参加海内外各类专业艺术机构举办的联合展览百余次，以及多次个人展览，
展览遍及北京 , 上海 , 香港 , 澳门 , 首尔 , 新加坡 , 东京 , 福冈 , 台北 , 米兰 , 巴黎，

光能

伦敦 , 都灵 , 那不勒斯 , 布鲁塞尔 , 纽约 , 芝加哥等地

85×69cm
宣纸水墨

获得各类奖项，奖励和奖金，其中包括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文化理事会，澳

2016 年

大利亚亚奥联基金会，2014 年，获得首届南京国际艺术大展银奖。作品被海内外
二十余家公共和私立艺术机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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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源
Chen Siyuan

部分联展
2016 年

《学术 100 邀请展》，南京、杭州

2016 年

“对望”法国新 . 艺术沙龙

2016 年

中国系列展·上海站 ，奥赛画廊，上海

2016 年

《独一无二·特别联展》，弘园 5 号空间，北京

2016 年

“对望”法国新 . 艺术沙龙

2016 年

中国系列展·北京站 ，798 红鼎画廊，北京

2016 年

中韩当代油画名家展·威海站

2016 年

《新起点》扫一扫当代艺术展·合肥站

2016 年

METYUN“金斗云”的秘境花园，云空间，北京

2015 年

倾听齐鲁故事 – 米兰世博会山东书画展，济南

2014 年

风·雅·颂﹣山东省艺术品基金首届名家作品展，济南

2014 年

敲·打﹣四人油画联展，山东广电美术馆潍坊分馆，潍坊

2011 年

活水生灵·国际复活节艺术展，北京

2011 年

呈现·上海三至喜来登酒店与中国艺术家，上海

2010 年

时刻救赎·当代艺术展，金螳螂国际艺术中心，北京

2009 年

方位﹣油画展，北京文津国际艺术中心，北京

2009 年

复数思维·2009 当代艺术展，杭州国际会展中心，杭州

2008 年

艺 8 空间开幕展，北京环铁国际艺术城艺 8 空间，北京

2007 年

平视·三人绘画展，F&M 艺术空间，济南

2007 年

“融·绘”视觉艺术九人展，山东省博物馆，济南

2006 年

下午茶·油画三人展，F&M 艺术空间，济南

1999 年

十人联展，大地美术沙龙，济南

1989 年

“永恒”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南京

作品
Works

本名陈学军
1967 年生于山东潍坊，现居北京
1989 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
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办公室主任
山东美协实验艺术艺委会委员
北京弘园 5 号空间艺术总监
作品结集出版《陈思源作品集》（山东美术出版社）、《寻踪者》、《内象》、《寂
景》作品及专访发表于《当代艺术》、《画廊》、《艺品》、《十月》等杂志
个展
2017 年

自主的斑斓﹣陈思源作品展，东瑞艺术中心，潍坊

2015 年

《独一无二：一件作品的展览 No1》陈思源作品展，弘园 5 号空间，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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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容纳﹣陈思源作品展，798 先声画廊，北京

2015 年

见方﹣杨大伟 & 陈思源作品双个展，798 第零艺术空间，北京

2014 年

寻踪者﹣陈思源作品展，绘通当代画廊，北京

2013 年

容·素歌﹣陈思源作品展，绘通当代画廊，淄博

2010 年

内象﹣陈思源作品展，798 宏艺术中心，北京

2008 年

向内的斑斓·寂景﹣陈思源个展，源画廊，北京

2008 年

寂景﹣陈学军个展，山东新闻美术馆，济南

1999 年

城市的欲望﹣陈学军个展，可创艺苑，北京

1989 年

陈学军、杨大伟现代绘画展，山东艺术学院美术馆，济南

或者
150×100cm
布面丙烯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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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山川

2014 年
2013 年

思想的断层：未完成的绘画展，北京 5 艺术中心

作品

第九届佛罗伦萨双年展――伦理作为艺术的 DNA，意大利
“不期而遇”，海南，三亚

Lv Shanchuan

Works

“纸在”——纸上作品展，天津
2013 年

苏州金鸡湖双年展――“社会风景”，苏州
“在当代”――首届中国油画双年展，北京
“表象的歧途”――唐人画廊，北京

2011 年

“调节器”第二届今日文献展，北京

2010 年

中国当代艺术展，美国，华盛顿
“改造历史”，北京
第八届上海双年展，上海

2009 年

“讲述”海峡两岸当代艺术展，台北和北京
“叙事中国”第四届成都双年展，成都

2008 年

德国美茵茨州艺术家博览会，德国，美茵茨

2007 年

“无忌当代” ――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览，上海
“STATION 的视觉旋律”当代艺术展，福州
“100=1”记忆里的宣言――中德当代艺术交流展，福州

2005 年
2002 年

“修复的言说”――吕山川个展，德国，莱法洲
“经验的差异”福建当代艺术家邀请展，福州
“丝绸之路”――中国当代艺术家邀请展，德国，吉森

1969

出生于福建泉州

1992

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

1997

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九届研修班

2005

获中德文化交流奬学金赴德学习交流

2001 年

“同异性描述”福建当代艺术展，福州

2000 年

“跨越世纪”当代艺术展，福州

1999 年

中日当代艺术展，日本，名古屋

个展
2016 年

“山川”吕山川作品展，宜美术馆 福州
“景观”，李安姿当代空间 香港

2015 年

“未知的状态”，白盒子艺术馆

2013 年

“作为景观的社会风景”，白盒子艺术馆

2011 年

“现场”――吕山川作品展，空间站

2008 年

“事件 2008- 与中国同在”，今日美术馆

2007 年

“事件 2007”吕山川作品展，时态空间

展览
2016 年

“HISTORICODE：萧条与供给”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南京 百家
湖美术馆

2015 年

年代书写：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 / 第一回，温州年代美术馆
“CHINA 8” 中国当代艺术展，德国

2014 年

“闽籍艺术家当代艺术展”，吉隆坡
“融 . 汇”天仁合艺开馆展，杭州
“社会风景”——中国当代绘画中的风景叙事，成都
APP 十 Fourth Round，北京艺术仓库

无题
110×150cm
布面油画
2017 年

“命名物的方式”，上海 Mao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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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洋

Yang Yang

2011 年

“回望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综合美术作品展”优秀作品（最高

作品

奖项）（中国美术馆）
“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作品展”优秀奖（中央美院展厅）
2010 年

“第四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中国美术馆）

2009 年

“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文艺作品征集”佳作奖

2008 年

“第三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优秀作品（最高奖项）（中国美术馆）

Works

作品发表
《艺术与财富》2017 年 4 月刊
《艺术与财富》2015 年 10 期专刊
《美术》2014 年 11 期
《美术》2012 年 1 期
《美术界》2010 年 12 期
《美术》2009 年 1 期
《美术研究》2009 年 2 期
论文发表于《中国美术馆》2012 年 6 期
文章发表于《美术》杂志 2013 年 12 期、《美术》2014 年 11 期
作品收藏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恭王府、北京锦都艺术中心等
机构及私人收藏

1972 年生于北京
2008—2011 年就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获硕士学位，师从胡伟教授
2006—2008 年就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研究生主要课程班”
1991—1995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中国画专业，获学士学位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综合材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艺委会学
术秘书、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可染画院首届青年画院画家
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画创作研究中心主讲导师
工作生活于北京
个展
2016 年

“行板如歌——杨洋艺术展”（北京锦都艺术中心）

2015 年

“春将至——杨洋艺术展”（北京锦都艺术中心）

2013 年

“青春的瞬间—— 杨洋综合材料绘画主题月展”（中国华夏集团生
命阳光文化中心）

重要展览及获奖
2015 年

“第五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优秀作品（最高奖项）（中华艺术宫）
“2015 全国（宁波）首届综合材料绘画双年展优秀作品”（最高奖项）
（浙江美术馆）
第六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中国美术馆）

2014 年

获“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银奖（中国美术馆）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综合材料绘画作品展”金奖提名（河北博物馆）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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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
98×180cm
综合材料
2016 年

“第四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优秀作品（最高奖项）（中国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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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了

作品

Liao Liao

Works

1973 年生于四川
现工作生活于上海
个展
2014 年

《即心是佛》

上海静安寺

2013 年

《了了文墨》

上海徐汇艺术馆

近期展览
2016 年

《诗兴处有山水》

上海明圆美术馆

《三人行》

芝加哥 亚洲艺术研究所

《牡丹亭》

上海朱屺瞻美术馆

《书与写》

上海璞素艺术空间

《心性纸感》

上海 L+SPACE

《游于艺：毛笔书写退出日常功能之后》

上海 Liang Project

出版著作
2013 年

《海上星象——了了文墨》

2012 年

《无上清凉——了了文墨 读画品文书系》

重要收藏
美国芝加哥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所、以及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朱屺瞻艺术馆、

椎拓地形图之二
160×140cm
水墨、白墨、宣纸
2016 年

徐汇艺术馆等国内外知名机构、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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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梅

2012 年

创意城市 2012 伦敦美术大展 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

作品

许德奇，张红梅当代艺术展 柏林中国文化中心 柏林 德国
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展览 巴黎 法国

Zhang Hongmei

Works

来自山东的中国当代艺术展 Palazzo del monferrato 意大利
2011 年

水立方书画大展 北京中国
Vigato ( 维卡多 ) 画廊展览 Alessandria( 阿莱桑德里亚 ) 大区 意大利
中国当代艺术展 第五大区市政厅 巴黎 法国
个展 Rocky Mountain 艺术大学博物馆 丹弗 美国
Foundation Sebastian 画廊 墨西哥城 墨西哥
上海意大利领事馆 上海 中国
萨岱班蓝岛 罗马 意大利
Kavachnina 画廊 迈阿密 美国

2010 年

Barbara Paci 画廊 Pietrasanta 意大利
Venice Design 画廊 威尼斯 意大利
萨岱班蓝岛巡回展 都灵 高瑟赞 意大利
萨比奥内塔双年展 palazzo ducale 萨比奥内塔 意大利

2009 年

全国美展山东预展 山东省美术馆 济南 中国

2002 年

国际纤维艺术展作品展 清华大学展览馆 北京 中国

2001 年

科学与艺术国际作品展中国美术馆 北京 中国

2000 年

国际纤维艺术展 清华大学展览馆 北京 中国

齐鲁风情油画展 山东省图书馆 济南 中国

国际女艺术家作品展 中国美术馆 北京 中国

1973 年生于山东蓬莱
200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现居济南，艺术家，任教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016 年

张红梅许德奇对话古典艺术 米兰司徒迪奥洛画廊 意大利
青州国际文化艺术品博览会
获得首届泉城女性年度榜样”年度杰出女性
三人同行，新年新艺 尼山书院 济南

2015 年

相约云上 意象风景 海航保利云上艺术空间 重庆
三人展，曼谷文化中心 泰国
诗情画意 个展 西城时光美术馆 济南 中国
新作《La passione》 Sordevolo 展出，索乐岱沃勒市 意大利
张红梅作品成为世界顶级红酒 Barolo 酒标 巴罗洛市 意大利
56 届威尼斯双年展 威尼斯 意大利
个展 埃及中国文化中心 开罗 埃及

2014 年

许德奇张紅梅新作展 呼和浩特民族美术馆
许德奇张紅梅新作展 大连艺术展览馆
梦回巴罗洛 巴洛罗 意大利
两人展 PLACID 画廊 巴黎 法国
巴黎手稿版画展 巴黎 法国

2013 年

艺术巴黎 2014 巴黎 法国

水系列

个展 怡文轩画廊 济南 中国

120×210cm

Aula Picta 艺术空间 库内奥省 Barolo（巴罗洛）市 意大利

布面丙烯

个展 山东济南 索菲特

2016 年

个展 国际家居设计周 米兰 意大利
个展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文化中心 马德里 西班牙

80

81

张子卉

作品

Zhang Zihui

Works

1975 年

生于湖南长沙

1981—1993 年

定居西班牙

1993—1994 年

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

1994—1998 年

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建筑系

1998—2002 年

从事设计及艺术创作工作

2002—2003 年

西班牙攻读城市规划硕士

2003—2017 年

生活工作于北京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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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8 月

《洄游 平流层》 超科技创意考艺术展 —— 北京 798 圣之空间

2016 年 07 月

敞开视野：水墨的生态—2016 中国当代水墨学术邀请展——威
海市美术馆

非——01

2015 年 11 月

第二届新绎之星 —— 语汇与重构

142×71cm

2015 年 02 月

多棱体—新兴抽象的结构纬度 —— 艺术财经 青研会艺术空间

宣纸水墨

2014 年 10 月

寺上美术馆实验室计划（第三回）—— 抽象艺术新一代

2016 年

2011 年 12 月

《青红》女性艺术家四人展 —— 北京大千画廊

2011 年 09 月

《异境》三人展 —— 北京三里屯邨上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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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策展

祺

Han Qi

2016 年

《有距无离》天趣美术馆 香港

2015 年

《如花美意》壹美空间 北京

作品
Works

《丝瓜络网》悦美术馆 北京
《我行我素》悦美术馆 北京
2014 年

《霜降之暖》壹美空间 北京
《韩延戈个展》爱慕美术馆 北京

2010 年

《听春暖花开的声音》斯莱德美术馆 北京
《从马奈出发》马奈美术馆 北京

2009 年

《元》元美术馆 北京

个展
2016 年

《抬头见喜》筑中美术馆新馆 北京

2015 年

《开门见山》漱园美术馆 北京

参展
2016 年
2015 年

《BIRTH OF A NATION》北京
《遇见更美的自己》北京
《Are we All we Are》韩国
《香港首届国际女性当代艺术展》香港

驻地项目
2015 年

Open space Bae 韩国

戏剧作品
2017 年

《复排预言》导演

2009 年

《长在宋庄的毛》导演

北京

2007 年

《预言》导演

没谱儿

北京人艺

首届宋庄戏剧节
北京

北京

20×90cm
综合材料
2017 年

散文集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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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向上 天天学习》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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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

子

Li Zi

“2016 中国关注艺术家作品国际展”，帕萨迪纳市艺术展览中心，帕萨迪纳，

作品

美国
2015 年

“东成西就”中国当代青年艺术家发现计划第一回展，今日美术馆，北京，

Works

中国
“春暖花开”女性艺术家联展，紫禁轩画廊，上海，中国
“新感知 - 中国新一代女性艺术邀请展，艺术门画廊，上海 ，中国
“图像研究室第二回”绘画发生中的观念和语言， 正观美术馆，北京，中
国
“漫行”中国当代艺术家国际巡回展，捷尼摩塔纳宫，罗马，意大利
“意大利斯普内多市国际艺术节”当代油画艺术邀请展 ，市政美术馆，斯
普内多市，意大利
2014 年

“粉色公见”当代女性艺术家邀请展，新疆当代美术馆，新疆，中国
“70，80，90”A3 艺术计划当代艺术展，湖北省美术学校美术馆，武汉，
中国
“重构与探索”新当代艺术展，半岛藏家文化艺术中心展馆，三亚，中国
“痛感 ”新当代艺术展，树美术馆，北京，中国

2013 年

“绘画之外”当代艺术邀请展，蓝焰艺术空间，上海，中国
“寤寐” 意大利罗马文化部中国当代艺术家邀请展，埃及驻罗马文化处美
术馆，罗马，意大利
“激变”新叙事性精神绘画展，北京当代艺术馆，北京，中国
“玄心妙悟—润 . 月雅”当代女性艺术家邀请展，时代美术馆，北京 ，中
国
“高原反映”当代艺术展，云南雪山艺术节，云南，中国

2012 年

“超越肉身”当代艺术展，美国郝德尔学院罗斯美术馆，华盛顿，美国
“和而不同”当代艺术展，北京当代艺术馆，北京，中国
“她者的凝视”东西方女性艺术家联展 ，湖北省美术院美术馆，武汉，中

栗子（余丽）

国

2003 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

“近观”与“冥想”2012 当代艺术邀请展，巢艺术中心，成都 ，中国

2007 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四川新潮当代艺术邀请展”，马来西亚
“她者的艺术”当代女性艺术家联展，澳门外交部特派公署，澳门，中国

个展
2016 年

“第五类森林”－栗子个展，e 当代美术馆，深圳，中国

2015 年

“影子的影子”－ 栗子新作展，桥舍画廊，深圳，中国

2014 年

“浮沉”栗子当代艺术展，Fabrik Gallery，香港，中国

2011 年

“穿过“当代艺术展，巴勒莫美术馆，意大利
“自我纠结”湖北青年艺术家邀请展，湖北省美术学院美术馆，武汉，中

“影子的影子” 栗子当代艺术展，桥舍画廊，北京，中国
2013 年

“160 分贝”栗子当代艺术展，悦·美术馆，中国

2012 年

“迷失”栗子当代艺术展，柏林 Director's House，德国

2010 年

“阿修罗”栗子当代艺术展，中邦美术馆，上海，中国

2007 年

“般若心经·彼岸花”栗子当代艺术展，深圳美术馆，深圳，中国

国
2010 年

“未命名”当代艺术展，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武汉，中国
“X 空间” 当代艺术展，湖北省美术院美术馆，武汉，中国
“重新阅读”武汉当代艺术生态考察展，武汉 新世界美术馆，武汉，中国
“具象研究”当代艺术展，时代美术馆，北京 ，中国
“后生代”当代艺术展， 卓越空间，北京，中国

群展
2016 年

“彼岸花”当代艺术展，桥舍画廊，北京 ，中国
“回顾与展望”湖北油画艺术展，湖北省美术馆，武汉，中国

“中国视觉”之神秘的维度－栗子个人项目，Il Ponte Contemporanea ，罗马，意大利

“隐形的翅膀”当代艺术展 ， 时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穿过”当代艺术展，斯波内多市政美术馆， 意大利

“［‘微体验’系列］－隐秘之境－ 2016 中国当代艺术展”深圳美术馆，
深圳，中国
“内燃－中国新一代女性艺术家”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布罗德美术馆，
美国
“the － solo － project” 当代艺术博览会 , 巴塞尔，瑞士
“微体验－中国（深圳）文博会青年艺术推广平台 2016”，深圳会

沉浮
30×30cm
布面综合材料
2016 年

展中心，深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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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峰
Kang Wenfeng

2014 年 6 月

上海 M50 邑画廊“樓外楼——康文峰新水墨艺术展”

2014 年 5 月

HIHEY 艺术北京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跨界的自由——康文峰水墨艺术展”

2013 年 12 月

作品

北京海度艺术中心迎新年艺术展

2013 年 4 月

清华大学 102 周年校庆清华美院慈善艺术展

2001 年 5 月

甘肃省第十四届“神笔杯”书画大赛绘画类一等奖、篆刻类二等奖

Works

康文峰，男，自由艺术家、策展人、年代美术馆执行馆长， 1979 年生于甘肃天水，
自幼喜好书画篆刻，先后在兰州、上海、北京工作生活，2004 年毕业于兰州财经大
学艺术学院、2013、2014 年先后 2 届中央美术学院易英教授“当代艺术批评研修班”
进修深造。
康文峰的艺术创作基于他的成长轨迹，多年多领域的学习、工作、生活，为他的艺
术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艺术心境，和他熟悉的艺术语言自然融合，以不同生活阶
段不同系列作品，不断探索表达出他自己基于中国传统水墨，如何进入现当代更广
范围的一种新视觉思考。
参展
2016 年 5 月

中国当代策展人邀请展“求索——新水墨艺术展”

2016 年 5 月

艺术南京康文峰新水墨艺术展

2016 年 3 月

文明的漂流——福建福州闽派艺术展特邀艺术家

2015 年 10 月

炎黄美术馆古法新生 CYAP 水墨评选公示展

2015 年 8 月

时代美术馆“出新——2015 国际青年艺术展”

2015 年 7 月

李可染画院“学院派——2015·青年水墨展”

2015 年 3 月

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由于今”——中国当代水墨联展

2015 年 2 月

CYAP 中国青年艺术家推广计划“当代水墨单元”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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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院美术批评研修班“所知、所得、所惑”艺术沙龙展

2014 年 7 月

法国卢浮宫庆祝中法建交 50 周年“共筑中国梦——全球华人艺术展”

2014 年 7 月

作品《连荷璧圆》参与海峡两岸“连和中华”书画邀请展银奖

2014 年 7 月

作品《城楼夜色》入选南京国际美术展

2014 年 7 月

应邀参加 T3 航站楼“新锐艺术家国际邀请展”

2014 年 7 月

上海恒源祥香山美术馆 HIHEY ART 水墨上海艺术展

新山水
69×46cm
宣纸彩墨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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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Ink Now·水墨形态” 威狮国际艺术中心，福州，中国

露

作品

“天天向上——2011-2016 名师提名五年回顾展”筑中美术馆，北京，中
国

Zhao Lu

Works

“2016 青春志——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今日美术馆、国中美术馆，北京，
中国
“BYART 首届青年艺术家推荐展”西泠印社美术馆，杭州，中国
“敞开视野：水墨的生态——2016 中国当代水墨学术邀请展”威海市美
术馆，威海，中国
“东方根性的当代生长”现·实空间，北京，中国
“TA 时代——中间地带”时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破冰时代——首届当代水墨邀请巡回展”（上海站） 上海油画雕塑院美
术馆，上海，中国
“里应外合——首届峨眉当代艺术国际邀请展”峨眉当代艺术馆，乐山，
中国
“墙势力——首届墙报艺术家展”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破冰时代——首届当代水墨邀请巡回展”（淄博站）荣宝斋，淄博，中
国
“破冰时代——首届当代水墨邀请巡回展”（潍坊站）集文斋美术馆，潍坊，
中国
“破冰时代——首届当代水墨邀请巡回展”（北京站）上上美术馆，北京，
中国
2015 年

“以陶为媒——探索与续航”海峡两岸青年艺术家作品展

福建万旗艺术

中心，泉州，中国
“扫一扫”当代艺术展（上海站）半岛美术馆，上海，中国
“第十届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艺术与城市”意大利佛罗伦萨展
1980 年出生于山东青岛
2005 年毕业于鲁东大学美术学院国画专业
200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忻东旺教授
2014 年入职文化部直属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美国油画家协会会员、CCTV 微电影频道特聘专
家顾问，居住并工作于北京
作品被多家美术馆，博物馆，基金会收藏，以及中国，美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
瑞士，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等藏家私人收藏

2017 年

“覆膜·中山——赵露作品展” 中山书画院，中山，中国

2016 年

“覆膜·至尚——赵露广州作品展” 南岸至尚美术馆，广州，中国
“覆膜·马德里——赵露·西班牙马德里绘画作品展”老香奈儿大厦，
马德里，西班牙
“覆膜·新加坡——新加坡当代艺术展·赵露个展单元”新加坡滨海
湾金沙会议展览中心，新加坡，新加坡
“覆膜·米兰——赵露 2015 意大利米兰世博会邀请展”米兰世博会
威尼斯水馆，米兰，意大利

2014 年

“另一个世界——赵露水墨作品展” 喂空间，厦门，中国
“隔·寂之境——赵露水墨作品展”国家会议中心，北京，中国
“覆膜世界——赵露作品展”保利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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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西班牙
“回归——山水美术馆开馆展”山水美术馆，北京，中国
“图像研究室（第二回）
：绘画发生中的观念和语言”展

正观美术馆，北京，

中国
2015 第四届“慰安妇日”周年纪念艺术展（北京）上舍空间，北京 798
艺术区，中国
美国格伦代尔第四届“慰安妇日”周年纪念艺术展

中央图书馆展厅，格

“新秩序 - 盈艺术中心开馆邀请展”盈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大美寻源——凤凰雅集”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作品展

凤凰艺展中心，

深圳，中国
“扫一扫”当代艺术展
“上舍雅藏”展

杨·国际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上舍空间，北京 798 艺术区，中国

“洛杉矶艺术博览会（LAAS 2015）”洛杉矶会展中心南馆，洛杉矶，美
国
“《时装男士》时装新大陆艺术展”上品艺琅画廊，北京，中国
红蓝 No. 1
83×96×7cm
综合材料
2016 年

联展
2016 年

“第八届巴塞罗那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巴塞罗那费拉中心意大利展厅，

伦代尔，美国

个展

2015 年

览中心 ，佛罗伦萨，意大利

“同时代人——中国水墨艺术邀请展”山水美术馆，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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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诒

作品

Wang Nanyi

Works

王南诒，1987 年生于山东烟台，现居北京，职业艺术家
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壁画与公共艺术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材料高级研修班
个展
2013 年

“乱镜” 北京 798 艺术区四合山房画廊

群展：
2016 年

“秘密花园”当代艺术展 北京 北京当代艺术馆
“中国线”当代研究展 温州 年代美术馆
“纸上·至上”作品展 上海 国家会展中心

2015 年

2015·首届全国（宁波）综合材料绘画双年展 宁波 宁波美术馆
出新——2015 国际青年艺术展 北京 时代美术馆
私绘画——12 位艺术家的画和他们的生活实态 上海 明圆美术馆
墨攻——艺典保利水墨杯大奖赛获奖作品展 北京 798 艺典空间
边缘突围——抽象艺术邀请展 北京 锦都艺术中心

2014 年

2013 年

试验·嬗变系列学术提名展 上海 朱屺瞻艺术馆

越海铭——24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 石家庄 河北省博物馆

160×120cm

南京国际美术展 南京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火、纸、丙烯、布

大象无形——当代中国抽象艺术邀请展 北京 今日美术馆

2016 年

意境 . 中国 第三届全国画展国画、油画作品展 北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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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作品《小淘气》参加【2015·青春绽放 - 宁夏青年美术作品展】获

尹乔英子

作品

铜奖（宁夏美协主办）
·《郁》等 6 幅作品参加【“菁”——青年画家光合作用计划活动】（《风

Yin Qiao Yingzi

Works

格》传媒联合诗楠时尚主办）
·《蚂蚁公主》等 5 副作品，参加【第七届简一大理石瓷砖文化节绘画单元】
·《沌隙·飞》等 3 副作品，参加【2015·相约春天 - 女画家作品展】（宁
夏美协、银川美术馆主办）
·与著名当代艺术家毛同强合作《圣塔》、《北斗七星》参加 2015·镇
北堡国际艺术节
2014 年

·作品《飞呀飞》入选【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作品展】获优秀作品奖（国
家民委主办）
·作品《摇啊摇》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宁夏展区预展 获优秀
作品奖（中国美协、宁夏美协主办）
·作品《摇啊摇》入选【青海·甘肃·宁夏三省联展】（由中国美协、宁
夏美协、青海美协、甘肃美协主办）

2013 年

·作品《珍珠·手帕·波浪烫》、《雷子·发髻·摊鸡蛋》入选【2013·
宁夏女画家作品联展】（宁夏美协主办）

2008 年

·作品《烛·尽》由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收藏
·作品《蜕变·毁》由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收藏

1988 年出生
硕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交互设计专业
本科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绘画专业
艺术经历
2016 年

·漆画作品《排排座》入选第四届全国漆画展
·与 13 个国家 30 位艺术家共同参加 2016 年 Kuala Kubu Bharu
马来西亚国际艺术节
·两人合作综合材料作品《灿烂的古代文明》悬挂于宁夏国际机场贵
宾厅
·作品《叠》系列提名参加【2016 年度“青年艺术 100”】初选
·作品《沌隙》系列 5 联，参加【发声·2016 青年艺术家作品提名
展 对话 piano】

2015 年

·两人合作油画作品《黄河》悬挂于宁夏国际会议中心中国厅（2015
中国 - 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会址）
·综合材料作品《排排坐》入选【2015·首届全国（宁波）综合材
料绘画双年展】( 中国美协主办 )
·作品《沌隙》系列 5 联，参加【第五届全国青年美展】初评入围（中
国美协主办）
·系列作品《沌隙》参加第十二届齐文化节【画境——2015 综合材
料绘画邀请展（淄博站）】（中国美协材料艺委会主办）
·系列作品《沌隙》【画境——2015 综合材料绘画邀请展（威海站）】

叠·系列
102×165cm
综合材料
2016 年

（中国美协材料艺委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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