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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uty director of the China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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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Fine Arts engineering exp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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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 工

这次应邀参展的七位油画家，作品极具表现力。策展人以“撕裂的语言”作为展览主题词，似乎想在语言方式的变革上，揭示他们在当
代艺术实践中所具有的意义，也提供给我们一个阅读的切入口。

表现性绘画的域限最为宽广，就因为其个体性最为突出，不受任何规范的制约，我行我素，自言自语。可作为语言形态而存在的绘
画，因为言说与书写的缘故，必须把握自我意识的敞开以及与之相关的意义建构，因而有了象征与叙事的要求。一旦主体的潜意识占
据上峰，意象叠出，意义的环节自然脱落，思维的逻辑被弃之不顾，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撕裂的状态，画家无非在那里臆想，而绘
画也不过是一堆呓语。

臆想或呓语，是非常规的思维及话语表达，与“狂”“怪”相系。对常人而言，这类绘画难以理解，可在人的视觉或心理上总会获得一种
难以抗拒的冲击，若论其张力便是如此产生。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日常性的话语被撕裂之后，话语间的逻辑链条断裂了，丢失了，我
们无从寻找，只好将各个片段重新拾起，自行连接。重新链接的依据是什么？有内在的规律么？比如话语间的意义或上下文什么的，
其实没有。所有链接理由都是你个人给予，它让你返回到自我的经验中。你所看到的，也许是物的形，也许是物的影，也许是一块
色，也许是几条线。或许连影子都没有，只是一阵风从心中刮过。如老子所言，恍兮惚兮或窈兮冥兮。人们习惯用“意象”来说明画面
的这种状况，而现代批评家又喜欢用潜意识指称这类创作现象。我以为，画家并没有失智，甚至是超常的智者，他有意阻断了思维通
道，破坏了我们的习惯，从而开启另一扇窗，点亮你心中的一盏灯，给予你自由阐发。向来对表现主义绘画，多重感性，喜谈心性，
却很少在语言层面上思考为何这般表述又如何阅读。画者臆想的真实性在哪？而画中的呓语，只是被变换了表述方式的一种语言策
略。

譬如论绘画语言的叙事性，在邓箭今与张勇作品中较为突出，但他们都不在于线性的陈述，而是将生命体的各个部分都表情化了，同
时也符号化了，图像的象征性意涵不断切入。李晓伟则在时空错乱的组合关系中，将人物叠置了，象征性的因素大于叙事，所有的意
义延伸都在画外。管策的花鸟系列，有明确的形——如鸟，也有涣漫的形——如花叶藤蔓，还有纯粹的形式符号——如文字或音符，
三者混搭，意义离散。何汶玦的《日常影像》，采取的是舞台幕间叙事，空间与时间都被浓缩到聚光灯下，典型的意义得以另类的阐
发。吕山川的绘画在于把握一个画面与一个事件的关系，进而制造“图像奇观”，或者说，他将叙事与观看结合起来，将视觉的冲击力
与思维的深度糅合在一起。我最惊讶的还是我的老师薛行彪教授，年过七旬却壮心不已，不断地用笔触和色彩解开各种已然存在的结
构，将形式叙事的每一项内容落到油色肌理之中。

虽然只有七位画家，却从图像叙事至形式叙事，由社会性内容到本体性语言，不可谓不广也不可谓不深。毕竟表现性绘画风风火火三
十余年，换个角度重新解读，可让我们对中国的当代美术史产生新的认识。

前言

臆想或呓语
——写给“撕裂的语言”七人展





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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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出生于福建三明市。华东师范大学

美术系硕士。现任威狮国际艺术中心总策

展人，福建省青年画院策展部副主任。

Xie Rujie was born in Fujian, China, 

in 1988. He lives and works in Fuzhou. 

He is now chief curator of SeeWell 

International Art Center. 

谢儒杰 Xie Ru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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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语

写在表现主义展前

文/谢儒杰

记得我曾开辟专栏，以《吕佩茨：绘画是造型艺术的皇后》为开篇，全文以德国新表现主义大师吕佩茨的一场艺术研讨会为引，谈及到
表现主义艺术。然而一篇专栏又何以言说得清，这个自1904年所开始的百年“主义”，办一场以“表现”为题的学术展览在那时就已在心中
萦绕。

表现主义艺术虽然发展了一个多世纪，除了名词的释义，时至今日，西方并没有对表现主义形成明确的学术定义。表现主义艺术也并不
是以具象或者抽像的概念进行划分。借用吕佩茨的一段话：“率真自由、不拘一格、针对过去的艺术形态出发，艺术家真诚的面对自我。
现存的艺术形态都带有表现主义色彩”。表现主义进入中国的30余年，吸引了几代艺术家的关注及倾心。发展之势可谓：“烽火连天，遍
地开花”。然后30余年的大浪淘沙，表现主义在中国确实谈不上是什么新奇的门类了，艺术学院的大门更是早已对表现主义大门洞开，以
表现为题的班级、工作室琳琅满目。却为何留存下的表现主义艺术家名家是如此之少？

在我看来的答案是，因为太难了。表现主义是一条没有门槛的高速公路，进入是最为容易的选择，然而高速公路中的考验从来都不是门
槛，而是持续性，是一个艺术家是否具备充沛能量的问题。我喜欢康德弟子鲍加登的一句话：“艺术从不回答美或者不美的问题，艺术是
一项专门研究情感的学问”。我认同他的这句话，但我觉得这句话与表现主义艺术最为贴近。

此次展览邀请了囊括南北，最具代表性的表现主义艺术大家，以“撕裂语言——魅像张力”为题，意指一种被破坏的具体形象语言，这种
破坏是一种自然的流露，然而破坏的恰恰是艺术家自身的过往，破坏后的再建构。如此真诚与直白的语言，自然最具张力，作为观众，
又从何抵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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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艺术家、威狮国际艺术中心策展人。

曾留法十年，法国格勒诺布尔设计艺术学

院艺术学硕士，及阿尔勒国立摄影学院摄

影专业硕士。

陈旻 Chen Min

Artiste, curator of SeeWell 

International Art Center. She was 

graduated from Grenoble Design and 

Art School and National School of 

Photography in Arle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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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语

被撕裂的与可祛除的

文/陈旻

表现主义首先是一种创作风格，反映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的统一可见符号。美国艺术史学家迈耶•夏皮罗对风格的定义是一种“投射
了集体思想感情的‘内在形式’”，如同对某种语言范式的有意识塑造，这种高度的集中创造性是可以被流传、被传承的。综观中国现代
绘画历史，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方后现代艺术打开了中国艺术家的思想和实践空间，德国新表现主义绘画对传统学院派产生了巨
大影响，同时，装置、影像等表现形式的多重冲击，造成了在这个转变的浪潮中一直存在的，绘画创作语言的“表现性”、“技法”与“观
念性”之间的矛盾。90年代，一些批评家认为“绘画性”－手工与身体的延伸动作所产生的笔触和画面效果 －这个准则是过时的和应该
被放弃的。以表现主义为主要创作风格的艺术家，往往是绘画能力相对很强的一个群体；绘画能力成为了一个中国艺术无法进入后现
代的障碍。在这种影响下产生的一批新绘画作品，将观念摆在首要位置，有意识摒弃绘画语言的绘画风格一时间成为追捧对象。

今天，威狮国际艺术中心•当代馆举办《撕裂语言 魅像张力 表现•中国艺术家邀请展》之缘由，乃是以表现主义风格为口号进行再召
集，以一个兼具代表性和学术性的名单和作品选择，探讨艺术家们关于风格的审度与思考，及艺术作品所承载的个人艺术观念之探
索。此次展览有幸邀请到：薛行彪、管策、李晓伟、邓箭今、吕山川、何汶玦、张勇（以年龄排序）等多位从艺多年、颇有建树的艺
术家参展。从北到南，学府教授抑或在野名士，参展艺术家年龄分布在60代至40中生代，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论其创作出发点，无
论是将个人情绪体验的宣泄转换为强烈的视觉张力，还是以理性角度出发，将摄影语言的特殊性带入绘画平面以产生一定的戏剧性，
我们依稀可以从中寻得一条创作脉络。以当今中国后意识形态于艺术创作之折射这点入手，我们可以看出今日的表现主义绘画，与三
十年前已大有不同。其一，与技巧上，作为一种有效传递个人经验和表达一手感觉的视觉语言，“绘画性”不再被艺术家特意回避。德
国表现主义式的画法演变成中国式的张力，从对笔触的考量、对色彩和肌理的风格化塑造，和对材料的再审度等方面，确立一种符合
于每个艺术家个体、源自其个人趣味和气质的绘画方法。其二，艺术家们保留着对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兴趣，其表现内容与意识形态
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的矛盾之中，将私人记忆和可书写的历史等抽象意识融入个人绘画趣味以进行自
由表达。

今天的中国艺术家肩负着承前启后的重任，他们对于自己身上所背负的层层覆盖物早已不满。只有打破古典艺术，杀死材料的“生命”
，把它们从生活整体中抽出来，孤立出来，并把他们撕成碎片，才能让审美的现代性在语言的媒介中战胜源自于社会的现代性；只有
通过祛除魅像，即遮掩历史生活的真正本质的和谐美丽表象的神话，在创作的高度自律中保卫艺术作品的先进性。





理论支持

Cr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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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远 Gao Yuan

主要从事艺术史研究、艺术评论、展览策

划；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博士，

研究兴趣集中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史、

二十世纪后半叶艺术及理论。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art criticism, curator; Doctor of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School,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the history 

of Italian Renaissance art, the 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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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远

表现主义绘画的多种渊源构成了艺术史中颇为独特的线索。欧洲艺术自文艺复兴时期费拉拉画派扭曲的线条与戾张的造型，以及威尼斯
画派粗放的笔触及丰富的色彩表现，均可以视为绘画表现性的渊源，尤其是文艺复兴后期的风格主义倾向，一些画家造作的形体塑造和
刻意夸张的局部表现也成为绘画朝向现代视觉形式表现的先声。

二十世纪初的表现主义画家则从更古老的传统中寻找灵感来源。乔治•卢奥借取了拜占廷圣象画的表现方式，埃米尔•诺尔德绘画中强烈
的中世纪气质……无论是沃尔夫林对德国和意大利艺术中形式感的微妙区分还是沃林格尔对北欧艺术中的原始冲动的阐释，都在一定程
度上指明了表现主义在欧洲的传统和根源。

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文人画从不缺乏表现主义的基因，但是由于近百年来民族形势与政策的干预，在一段时期内，一种与艺术的表现性
相对的现实主义审美形态在中国普通民众和艺术工作者中间占据了绝对优势，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转变。现代意义上的
表现主义绘画之于中国，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滥觞，而到了八十年代，德国、意大利及美国新表现主义绘画由于其具体而
狂暴的形象，以及对本土文化根源的追溯成为当时中国很多艺术家接受当代绘画的开端。欧美新表现主义绘画在同时期被大量译介，进
入中国艺术界的视野，而当时一些有机会出国深造的艺术家，也不约而同地接受了新表现主义的理念和形式。

中国当代绘画中的表现性因素来源于多个方面，也呈现出多元的观念来源。既包括传承和借用中国传统水墨意象、文人画的思想观念，
又有欧美表现主义形式和理论的支撑。画家利用油彩自身的厚涂或者稀释作用，造成一种偶然性的效果；表现压抑或者激越的内在情
绪，利用油彩与笔触的张力构建扭曲的形体和时空。经历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前卫艺术运动和九十年代初的压抑氛围，一些从事架上艺
术创作的艺术家也找到了表现性艺术语言的新价值，展现扭曲的甚至是变态的肉体成为这个时期表现性油画创作的特质。邓箭今自九十
年代初期开始尝试人体油画创作，在他的作品中，肉体被不能满足的欲望和外在现实所压抑，变得极度扭曲，特定的时代意义也从中显
露。何汶玦的作品从影像表现的语言转化成绘画表现的语言，在转化的过程中，艺术家重新诠释了绘画与影像的关系，并通过油彩特殊
的表现性重新构建了影像。通过厚涂的笔触和画刀造成的强烈视觉效果是一些当代画家惯用的手段，但是在这种形式的表象之外，吕山
川构建了一套恢弘的叙事体系，显露出艺术家博大而悲怆的情怀。

在纷繁的表现性绘画语言的表象之下，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重叠了古今中外各种压抑或者亢奋的情
绪，构成了当代绘画中表现性语言的精神内核。

关于表现性绘画语言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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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建 Chen Sijian

1978年生，文学硕士，福建农林大学艺术

学院讲师。2011-2012南京艺术学院美术

学院（课程进修），2014-2015南京大学

文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艺术史

与艺术创作。

Born in 1978, Master of Literature, 

professor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2011-2012 Nanjing Art Institute of 

Fine Arts (training courses),  2014-2015 

Nanjing University College (visiting 

scholar),  research direction: Art history 

and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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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思建。

徐悲鸿先生颇恶马蒂斯（1869-1954），每临文则有詈言，请看悲鸿先生《法国之美术展览会总总》（刊载1930年《良友》第48期）
云：“尚有最时髦之展览会。曰Salon de Tvileries，以初次在Tuileries公园开幕报名，主持者为脱离国家美术会之倍难尔（今日世界最
大画家巴黎美术学校长年八十矣），如彫型师Bourdelle，画家安茫象Aman Jean、西蒙Lucien Simon 、罗朗史兄弟Laurens、梅难尔
Menard以及新疯狗派貊低史Matisse薄奈尔Bornard均参加，光怪陆离，备有新旧。”其中之“貊低史”仍属音近而译，而“新疯狗派”早则
正名“野兽派”，马蒂斯亦久为世界知名的艺术大师。
 
悲鸿先生既语涉尖刻，后来为文，对马蒂斯还是免不了怒火中烧，以“马踢死”嗤之。又见1947年《广播周报》有《世界艺术没落与中国
艺术复兴》一文：“现在巴黎艺坛红人：一为比干索，一为马踢死，马踢死为四十年前俄国资本家tretiarcff捧出来的人，tre酷好美术，
当时俄国的有名画家雷丙苏里酷夫，虽洛支，来维当的杰作，几乎尽为他所收藏，他生前即把他的收藏公之于众，所以现在莫斯科的俄
国美术馆，仍旧保有tre的名，此乃资本家唯一留存的名，因为苏联共产党认为tre对文化有功绩也。tre生前每年必到巴黎一次，等于江
浙富户每年必到上海，河北乡绅必到北平一样，以金钱博取懽乐，并满足他的嗜好。画商们逢到好主顾，即引他看马踢死作品，他初说
不懂，画商们说此乃新兴艺术，那些老东西你们俄国也有，在圣彼得堡莫斯科随便都是，只有马踢死不但俄国所没有，便在巴黎也希罕
的，这话很打动了tre的心，遂随便买了几张，藏列甯堡，而在当时，巴黎画家必须能捧出能粗制滥造多产的作家，方有利可图，若规
规矩矩作风谨严的作家，一年只能出品几件的，画商对之不能发生兴趣，所以这一类新派的作家，如不签名必致无人过问。诸位想想这
尚成什么艺术品？希腊古人留与吾人之宝物多无名款，中国仅唐宋陶瓷俱是无名英雄之作品，但人人爱好，不以无名损其价值。此类艺
术家作品如此，其价值可知。”由此可知，悲鸿先生的怒，大部分的缘由是他认为马蒂斯的作品不甚严谨，而享大名，必是画商与富家
的共谋。

悲鸿先生此篇未及毕加索，悲鸿先生是不及精彩论之，还是“马踢死”真过于典型，不便揣测。但“野兽派”之前的“印象派”，初也为贬
词，画家笔下图传中产阶层的壮大，新兴时髦的娱乐，发生地是游园、赛马会及酒馆，户外粗放的色彩笔触、运动中形象的时光印记，
归于画家善敏感的眼睛。此派之挑战既然功成，燎原之势便在艺文中心巴黎，悲鸿先生最心折之古典，亦并陈之。二战后，各类专才兼
包括画家、艺术史家，从欧陆迁至美国西海岸，美国艺术兴起，自抽象表现主义拔得头筹，流派层出不穷，而其核心，还真如悲鸿先生
所鄙，艺术家之签名已然最重要之标记。此时画商要代言的，是新阶层的审美，富商们巨大的现代空间，能不容纳、且匹配这区区艺术
家个体鲁莽的力量。

今日之中国，现代化还是洪流，观众全然不知“马踢死”之恨，悲鸿先生的个体经验还是敌不过历史知识，标题、签名与画作，互相阐释
且强化互相，宁如此不信邪的诸君，展览馆、文本和艺术品，都在为你的眼力加注解释、经验和联想，既如此，安之“马踢死”之联翩浮
想，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能。

“马踢死”已百四十七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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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杰 Huang Zhongjie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德

国海德堡大学哲学院东亚艺术史博士后，

美国哈佛大学盖蒂奖学金Villa I Tatti 文

艺复兴研究组成员。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Fine Arts, PhD. 

Postdoctoral of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School of Philosophy, East 

Asian Art History ;  Harvard University, 

the Getty scholarship Villa I Tatti 

Renaissance Studies group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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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月，江苏画刊，一篇名为《我到中国不是来宣教的，而是作为一名学生来学习--伊门道夫访谈记》的文章引起了艺术界不小的
反响，有关于德国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的话题瞬间成为画家们热议的焦点；当年柏林墙刚刚被推倒，德国的文化仍然被苏、美
的“国际式”风格所束缚，许多新表现主义（Neo-expressionism）艺术家包括伊门多夫在内都与德国政府的关系不太和谐，甚至是抵抗
与嘲讽；事实上，“新表”的画家们更愿意回到19世纪晚期的德意志时代，去感受日耳曼悠久的历史以及在民族主义研究中所呈现出的世
界文化的差异性；解释与揭示文化差异的背后，实质是去揭露本民族潜在的各种危机，是画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重塑文明的历史
使命。

时至今日，“德表”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很陈旧的话题了，有人认为它已经不成为推动中国油画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甚至在一些重要的研
讨会上，理论家们也不好意思在把“表现主义”一词端上桌面。然而，我认为，表现主义不是一种形式，不是一个符号更不是一种流行主
义，她是人类社会向精神空间不断拓展的反复摸索与沉淀，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不同程度的自我表现，是画家将审美享受转化为客
观的自我享受的过程，更是画家表现与捍卫自我文化权利的一种经典方式。

我坚信，中国的画家们将会有一种新的历史主义，走出“平面”，对现实作出自我判断，重新获得“深度”，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先知”。

                                                          
    黄忠杰

                                                        9月11日于掇白园

 对现实作出判断--

写在表现主义画家邀请展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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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艺术家

Artists

（按出生年月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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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生于福建

1965              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

1979              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进修班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

福建省画院名誉院长，原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主任、教授

获奖：

2013             福建省艺术成就奖

2008             中国首届油画写生作品汇展凤凰奖

1994             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

个展：

2016             台湾意象空间

                    福州稻田创业小镇

2013             武夷学院

2011             福州画院

2007             泉州画院

2004             福州圣东方画廊

2003             德国Naffouj画廊

1996             日本名古屋艺术空间

1995             日本名古屋安里画廊

1984             福州美术馆

参展：

2016             人与自然·APEC成员国艺术作品展  利马国家博物馆  秘鲁

                    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   西安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作品展  西安

2013             再写生•共写意•中国油画名家写生研究展  中国美术馆 北京

                    薛行彪、张立平、郭宁油画展  福建省博物院  福州

2012             鼎新华南•吾土吾民油画邀请展  广东美术馆   广州

2011             经典与传承•中国油画双年展   北京、无锡、深圳

2010             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油画作品展  中国美术馆  北京

2008             中国首届油画写生作品汇展      中国美术馆  北京

2007             世纪伟业•中国绘画艺术特展  中国美术馆、香港大会堂

2006             无尽江山•南北油画家邀请展   中国美术馆  北京

2003             第二届全国画院双年展  广东美术馆  广州

                    第三届中国油画展  中国美术馆  北京

2002             莱法州国际艺术博览会  德国

1999             第九届全国美展  广东美术馆  广州

1994             第八届全国美展  中国美术馆  北京

1991             中国首届油画年展  中国美术馆、香港大会堂 北京、香港

1989             第七届全国美展  中国美术馆  北京

1988             华东六省一市教师画展  上海美术馆  上海

1987             中国造型艺术展  多伦多美术馆  加拿大

                    中国现代画展  格林威治画廊  美国

                    首届中国油画展   中国美术馆  北京

1984             第六届全国美展  中国美术馆  北京

1980             华东六省一市油画风景静物展  上海美术馆  上海

1979             第五届全国美展  中国美术馆  北京

1972             庆祝建军45周年全军美展   军事博物馆  北京

1964             第四届全国美展  中国美术馆  北京

Xue Xingbiao

Xue Xingbiao was born in Fujian, China, in 1944. He is the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Fuzhou Art Academy. Now he lives in Fuzhou.

薛行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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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行彪 Xue Xingbiao

光与影

Light and sha-

dow

50×6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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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天喜地

Rapture

160×16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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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力

Wrestling

160×16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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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城

Snow City

150×15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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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绿精神

Spirit of green

150×2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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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

Spring season

80×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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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Space

80×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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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之乐

The Pleasure of fishes

400×1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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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生于南京，198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

现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美术学院

主要展览：

1988           “中国江苏、四川现代艺术展”斯洛文尼亚

1989           “南京现代艺术作品展”南京

1991           “91八人艺术作品展”常州、南京

1992           “不与塞尚玩牌——中国前卫艺术展”美国加州亚太艺术博物馆

1992           “广州首届九十年代双年展”广州

1993           “中国油画双年展”中国美术馆

1993           “艺术与神话——南京当代艺术展”江苏美术馆

1995           “95时段——不再与记忆有关”南京

1996-1997   “中国”巡回展 德国波恩当代艺术博物馆、奥地利艺术家之屋、

                  波兰华沙博物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1997           “中国当代艺术作品邀请展”香港

1999           “异质的书写方式——中国当代艺术图文展”南京

1999           “第十四届亚洲国际艺术展”日本福冈

1999           “对话——1999艺术展”北京、天津

1999           “百年、百人、百姓家”艺术邀请展 南京

2000           “当代艺术国际交流展”江苏美术馆

2000           “上海美术双年展” 上海美术馆

2000           上海美术馆馆藏作品陈列展 上海美术馆

2001           “中国↖∞↘艺术展” 上海美术馆

2001           “24届卢布尔雅纳国际版画双年展” 卢布尔雅那

2001           “重新洗牌” 深圳雕塑院

2001           “过渡中的青年：中、德、英青年艺术家交流展“ 深圳何香凝美术馆 

2002           “首届中国艺术三年展” 广州艺术博物院

2002           “2002中国零点材料艺术展” 海上山艺术中心 上海

2002           “东﹢西”中国当代艺术展 上海 奥地利

Guan Ce

Born in Nanjing in 1957. Now he is professeur of the NanJing XiaoZhuang academy of art.

管策

2002           “白日梦”中国当代艺术展 南京博物馆

2003           “当代中国艺术展” 上海

2003           “不一样的一样”国际当代艺术交流展 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 

2004           “东方的东方” 国际当代艺术交流展 斯洛文尼亚 卢布尔雅那国家城堡

2004           “如影随形”上海木马艺术中心

2005           “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 南京博物院

2005           “2005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山西平遥

2005           “2 LIVE”国际摄影展  斯洛文尼亚

2005           “ ‘85致敬2005 1985” 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

2005           “大河上下. 新时期中国油画回顾展” 中国美术馆

2006           “诗意现实：对江南的再解读” 南京

2007           “纸上谈兵”名家纸面作品邀请展 四方当代美术馆. 南京

2007           “何去何从”中国当代艺术展 香港大会堂. 香港

2007           “韩国.首尔—中国.南京”艺术交流展 四方当代美术馆. 南京

2007           “《新摄影》10年展”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北京

2007           “自转” 南京青和当代美术馆

2008           “美国休斯敦第12届国际摄影双年展” 休斯敦.美国 

2008           “东方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图像序列” 玛吉画廊.北京

2008           “对应——南京·成都” 南京青和当代美术馆 成都空港十号艺术机构

2008           “OUR LIFE”2008当代艺术展  上海

2009           “凝视”第二届中国·斯洛文尼亚艺术交流展 斯洛文尼亚

2009           “现场—— 一个与时空对话的艺术展” 上海南岸艺术中心

2010           “第2届国际摄影节--图片对话” 韩国.首尔

2010           “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2010           “书写”南京双年展 江苏省美术馆 主办：江苏省文化厅

2011           “天仁合艺——中国当代新绘画” 杭州 

2012           “冷记忆”个展 天仁合艺•艺术中心 杭州

2013           “滤镜”个展  天仁合艺•艺术中心 杭州

2013           “荒霾之境”个展  喜玛拉雅美术馆 上海

2014           “我们”中国当代绘画8人展 我们画廊 上海

2014           “交融”学院与当代艺术研究展  方山艺术营 南京

2014           “融.汇” 天仁合艺美术馆 杭州

2014           “1+1 当代艺术展 第二季” 我们画廊 上海

2015           “鸟之道” 萨奇美术馆 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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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策 Guan Ce

标签的时代

Times of labels

180×120cm

布面综合材料

Mixed media on canva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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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1

Flowers and birds no.1

100×70cm

纸上综合材料

Mixed media on pap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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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2

Flowers and birds no.2

100×70cm

纸上综合材料

Mixed media on pap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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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3

Flowers and birds no.3

100×70cm

纸上综合材料

Mixed media on pap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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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4

Flowers and birds no.4

100×70cm

纸上综合材料

Mixed media on pap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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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系列-14

Flowers and birds no.14

180×120cm

布面综合材料

Mixed media on canva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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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

Mirror

200×160cm

布面综合材料

Mixed media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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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响天堂之门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180×120cm

布面综合材料

Mixed media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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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坛--城市沙漠中的文化“孤岛”

Altar-’lonely island’ of culture in the city desert

150×150cm

布面综合材料

Mixed media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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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出生于福建漳州市，祖籍山东

1977            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

1985            浙江美术学院“赵无极先生油画讲习班”

1993—1994  中央美术学院第七届油画助教进修班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美协油

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个展：

1993/1994     李晓伟个展 [威士艺术中心/新加坡] 

1995            李晓伟油画作品展 [福建省画院/福州]

2002            李晓伟作品展 [美茵茨/德国]

2004           “中国风”—李晓伟教授新意风景油画展 [洛杉矶—纽约，美国] 

2006           “隐性” [圣东方艺术中心/上海] 

2007           “夸克” [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

2008           “XX区” [798艺术区/北京] 

2010           “再关系”李晓伟2010 [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 

2011           “可以意梦” [红门艺术区/福州]

2012           “与时尚同行”[梧桐苑美术馆/大同/山西]

2012           “闽都记忆” [闽都美术馆/福州 ]

2014           “观.自在”[福州海峡创业产业园.福建红坊]

主要联展：

1985            油画《解放——献给第三代人》、《我们的十平方》入选“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

                            [中国美术馆/北京]

1988            福建省第四届青年美展 [福州]

1991            福建省首届书画节 [福州]

1993            93中国油画年展 [北京]

1993            第二届中国油画年展 [中国美术馆/北京—香港]

1994            第二届中国油画艺术展 [中国美术馆/北京]

1994            边缘工作组展 [中央美术学院/北京] 

1996           “单称陈述”当代艺术展 [福建师范大学/福州]

1997           “漂移”当代艺术展 [福建省画院/福州]

1997            97中国艺术大展 [中国美术馆/北京—香港]

1998            98亚太地区当代艺术邀请展 [福州画院/福州]

1999            99中日当代艺术邀请展 [福州—日本]

2001           “家——当代艺术提案”展 [上海]

2001           “同异性描述”当代艺术展 [福州]

2002            德国普法茨州国际艺术博览会 [美因茨/德国] 

2002           “经验的差异”当代艺术展 [福州]

2003            携手新世纪——第三届中国油画展 [北京]

2004            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北京]

2006           “汇合”15国当代艺术家交流展 [厦门大学美术馆/厦门]

2007           “五夸克”当代艺术展 [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

2007           “无忌”当代艺术展 [圣东方艺术中心/上海] 

2007           “后先锋——中国新艺术的四个方向” [香港]

2008            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 [北京歌华艺术馆/北京]

2010           “浮世若梦”当代艺术展 [上海月湖美术馆/上海]

2011           “淡定”先锋艺术展 [红门艺术区/福州]

2012           “正经与不正经”——美仑美术馆当代艺术收藏展 [美仑美术馆/长沙/湖南]

2012           “龙年中国”当代艺术展 [都灵美术馆/ 都灵/意大利]

2013            中华文明历史美术创作工程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

2014           “逆生长”当代艺术展 [福建省画院/福州]

李晓伟

Li Xiaowei

Born in Zhangzhou, Fujian, in 1959. Now he is the director of Oil Painting Department of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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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伟 Li Xiaowei

树上博伊斯

Beuys sitting in the tree

60×50cm

丙烯

Acrylic on canvas

2007

(福建省美术馆收藏）



48

博伊斯

Beuys

120×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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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希克

Uli Sigg

120×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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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沃霍尔

Andy Wahrol

120×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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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门多夫

Immendorff

120×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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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时光

Times in a tree

150×170cm

丙烯

Acrylic on canva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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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和45

Sining with no.45

160×160cm

丙烯

Acrylic on canva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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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缘29

Singing with No.29

50×40cm

油画

Oil on canva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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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棵树、一些人、一座城市……

Time as trees, people, cities......

200×200cm

油画

Oil on canva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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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 Jianjin

Born in Foshan, Guangzhou in 1961. Graduated from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Now he is 

professeur of The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1961            出生于广东省佛山市
1986            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
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第四工作室教授

主要展览：
1988           《邓箭今艺术作品展》广州 星河展馆
1989           《第七届全国美展》北京 中国美术馆
1991           《中青代精英七人展》 台北 小草画廊
1994           《第二届中国油画展》北京（中国美术馆）
1994           《中国当代油画展》 美国 纽约.洛杉矶
1994           《第八届全国美展》 北京 中国美术馆
1996           《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展》 北京 中国美术馆
1996           《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 香港 艺术中心
1997           《走向世纪—中国青年油画展》北京 中国美术馆
1998           《中国当代青年艺术家八人展》意大利 曼多瓦青年皇宫博物馆
1999           《第十四届亚洲国际艺术展》日本 福冈现代美术馆
1999           《南方语境》—中国当代艺术家邀请展广东美术馆
1999           《世纪之门》  1979—1999中国艺术邀请展 成都现代美术馆
2000           《20世纪中国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2001           《形而上、形而下》当代艺术展 上海美术馆
2001           《第十六届亚洲国际艺术展》 广东美术馆
2001           《城市俚语》—珠江三角洲的当代艺术  深圳何香凝美术馆
2002           《第十七届亚洲国际艺术展》 韩国大田美术馆
2002           《首届中国艺术三年展》 广州艺术博物
2002           《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广东美术馆
2002           《城市生态》—广东当代艺术展 波兰西滨海美术馆
2003           《当代中国艺术展》  上海图书馆
2003           《第三届中国油画展》 中国美术馆
2004           《环境》—当代艺术展 韩国
2005           《大河上下》1976—2005中国油画展  中国美术馆 
2005           《各自方式》俞晓夫、邓箭今、王承云作品展 
                     成都蓝色空间，重庆美术馆，北京3+3空间 
2005           《85致敬》2005→1985展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 
2005           《第二届广州三年展——3号线绘画展》 广州信义美术馆
2005           《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北京世纪坛
2006           《第二十一届亚洲国际艺术展》 新加坡美术馆
2006           《都市状态——中国当代艺术展》 爱沙尼亚  塔林美术馆
2006           《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 北京中华世纪坛
2006           《今日中国美术大展》  中国美术馆
2006           《诱惑——蔡锦、邓箭今油画作品展》 北京 墙艺术空间
2007           《重构与融合》——中国当代艺术家八人展 台北国父纪念馆
2007           《第二十二届亚洲国际艺术展》 印度尼西亚 万隆塞拉萨尔.苏纳尔沃艺术空间
2007           《何去何从？中国当代艺术展》 香港大会堂

2007           《后先锋中国新艺术的四个方面》香港
2007           《十年一觉》1997——2007对比展 北京宋庄和静园艺术馆
2007           《追补的历史1997-2007馆藏中国当代艺术展》 广东美术馆
2008           《中国当代文献展》 北京墙美术馆
2008           《互涉视界》——中国当代艺术前沿展  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  北京今日美术馆
2008           《广州站》——广东当代艺术特展 广东美术馆
2008           《办傻游戏：一次从规训社会的虚拟出走》 北京798艺术空间墨画廊 韩国首尔一画廊
2008           《拓展与融合——中国现代油画研究展》 中国美术馆
2008           《人民·中国——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人本主义》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2008           《海上·学院文化2008当代艺术展》 上海
2009           《跨过高墙与篱笆墙》中国当代艺术展 奥地利
2009           《情．禁》邓箭今艺术展  北京今日美术馆
2010           《改造历史2000-2009年中国新艺术》 北京国际展览中心
2010           《第六届富山国际现代美术展》 日本富山现代美术馆
2010           《第二十五届亚洲国际艺术展》 内蒙古
2010           《图像消费》 北京时代美术馆
2011           《艺术家眼中的中国——中国当代油画展》   关山月美术馆
2012           《重返中国——中国当代艺术家优秀作品展》深圳园博园、漓江美术馆
2012           《弥散》  上海莫干山大德堂
2012           《中国景象》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教堂
2012           《他山绘事——中国当代绘画名家原创作品展》 山东省美术馆
2012           《Micro Salon2012》  日本东京银座东京画廊
2012           《新续史——龙美术馆现当代艺术馆藏展》 上海龙美术馆
2012           《中国表现艺术展》   上海美术馆、昊美术馆
2013           《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中国当代艺术展——未曾呈现的声音》 
                     意大利威尼斯军械库
2013           《时代肖像——当代艺术30年》 上海中国当代艺术博物馆
2014           《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中国当代艺术展——未曾呈现的声音 文献与个案展》  
                     广东美术馆
2014           《四季、时尚、叙事与当代视野》 广东当代艺术中心
2014           《下一站，广州——当代艺术展》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2014           《散点——多元的视觉艺术与设计实验》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
2014           《2014 ART / X / TOYAMA in UOZU––第七届富山国际当代艺术展》
                    日本新川文化宫
2014           《1199个人---龙美术馆收藏展》上海龙美术馆
2015           《当代进行时——2015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 上海明园美术馆
2015           《心·目——多元的视觉艺术与设计实验》 柏林中国文化中心
2015           《第三届意大利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  意大利 都灵 卫城博物馆
2015           《交流》 圣彼得堡  列宾美术学院
2016           《乐与饵》  新西兰  奥克兰 弥森家园
2016           《适度张扬——广东当代艺术邀请展》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2016           《穿梦造镜——斑驳的视觉性》  广州    琶提sun in sky
2016           《视差——来自成都、广州的绘画艺术》  广州    扉艺廊
2016           《2016中韩当代艺术20人展》   广州  大学城美术馆
2016           《多重性——来自中国的艺术》  瑞典 库鲁布 马斯特画廊

获奖：
1993           获《中国油画双年展》学院奖   中国美术馆
1995           获《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银奖    中国美术馆
2004           获《首届美术文献提名展》文献奖  湖北美术学院

邓箭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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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适从的人们

Men at a loss

50x5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邓箭今 Deng J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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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的洛丽塔 

Anaemia Lolita

150×12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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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尽头是我的奢华世界  

My luxery world at the end of world

40×4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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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大典

Garbage ceremony

140×1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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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锁的歌剧院包厢 

Locked Opera box 

180×14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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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为淫幻制造者所保留的剧目 

A play for the maker of the kinky illusion 

280×2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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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个隔岸观火的家伙臆想的风景边界NO.1 

The imaginary the landscape boundary 

deeming by a guy 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No.1 

280×3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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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月亮说胡话的人们 NO.3 

Men raving to the moon No.3 

120×12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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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骇人的夜晚 

A terrible night 

80×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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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 Shanchuan

Born in Quanzhou,Fujian,China, in 1969. He works and live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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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展： 

2007            “事件2007”吕山川作品展，时态空间

2008            “事件2008-与中国同在”，今日美术馆 

2011            “现场”――吕山川作品展，空间站 

2013            “作为景观的社会风景”，白盒子艺术馆

2015            “未知的状态”，白盒子艺术馆

2016            “景观”，李安姿当代空间

展览：  

1999            中日当代艺术展，日本，名古屋 

2000            “跨越世纪”当代艺术展，福州

2001            “同异性描述”福建当代艺术展，福州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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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修复的言说”――吕山川个展，德国，莱法洲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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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德国美茵茨州艺术家博览会，德国，美茵茨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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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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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调节器”第二届今日文献展，北京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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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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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纸在”——纸上作品展，天津

2014            思想的断层：未完成的绘画展，北京5艺术中心

2014            “命名物的方式”，上海Mao Space

2014             APP十Fourth Round，北京艺术仓库

2014            “社会风景”——中国当代绘画中的风景叙事，成都

2014            “融.彙”天仁合艺开馆展，杭州

2014            “闽籍艺术家当代艺术展”，吉隆坡

2015            “CHINA 8” 中国当代艺术展，德国

2015            年代书写：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第一回，温州年代美术馆

吕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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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兽场 

The Coliseum 

180×14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吕山川 Lv Shan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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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灯 

Kongming Latern 

180×14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69

青岛 

Qingdao 

200×16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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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Paris 

150×11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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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香港中环 

Square Central Plaza, Hong Kong 

500×30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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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 

Cologne

150×11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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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吉古拉特邦

Gujarat，Indian

150×11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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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广场-麦加 

World Square - Mecca 

500×30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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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广场-莫斯科

World Square - Moscow 

600×25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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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汶玦
（照片摄影师：Josef Muller）

1970                 出生于中国湖南
1989                 深圳大学现代艺术学士
1994-1997      中央美术学院第九届油画高研班
2003                吉林艺术学院绘画硕士
目前生活、工作在北京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会员，湖南省油画学会副主席

个展：
2016              权力 万和昊美艺术酒店 中国·上海
                    单农艺术支持项目：何汶玦个人作品展 单农(侨福芳草地)中国·北京
2015              何汶玦：权力、情欲、死亡 白盒子艺术馆 中国·北京
                    堪图术-何汶玦个展  新美术馆 中国·上海
                    何汶玦作品全国美术馆巡回展 石家庄美术馆 中国·石家庄
2014             “何汶玦”个展 芳草地画廊 中国·北京
2013             “日常影像：何汶玦”个展 白盒子艺术馆 中国·北京
2012             “双城记”中国新绘画系列个展 ——何汶玦《日常影像》
                    天仁合艺艺术中心 中国·杭州
2011             罗博报告封面展 华贸中心 中国·北京
                    看电影——何汶玦当代绘画作品展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中国·上海
                    盛世晚宴——何汶玦个人作品展  北京秀瓷当代画廊 中国·北京
                    跨界报告·个人作品展  跨界中心 中国·北京
2008             何汶玦·看电影2008 别处空间 中国·北京
                    何汶玦个人作品展 Frank Schlag画廊 德国·埃森
2007             何汶玦个人作品展 多伦美术馆 中国·上海
                    流动的光影——何汶玦新加坡个展 杨国际艺术中心 新加坡·新加坡
2006             水·波光流影 唐人当代艺术中心 泰国·曼谷
                    水·发现 圣东方艺术画廊 中国·北京   
                    何汶玦作品展 杨国际艺术中心 新加坡·新加坡
2005             水·瞬间的波光 世纪翰墨画廊 中国·北京
2002              阳光·绿水 三合艺术中心 中国·北京
2000              何汶玦油画作品展 湖南画院 中国·长沙
1999              何汶玦作品展 虹桥电脑城  中国·上海

部分联展和获奖：
2016             第4届雅加达国际当代陶瓷双年展 印度尼西亚国家美术馆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第6届西班牙玛拉特克西国际陶瓷双年展  西班牙·玛拉特克西
                   第36届拉尔科拉国际陶瓷展 拉尔科拉陶瓷美术馆 西班牙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中国·北京
                   方舟：如果艺术沙龙开幕展 如果艺术沙龙 中国·青岛 
                   花果山中国当代艺术群展 杨国际艺术中心 中国·北京
                   镀金时代 E空间 中国·上海
                   第4届2015中国工艺美术收藏年会 景德镇古窑陶瓷文化展示中心 

2015            榜样·中国——首届大师拍名家邀请展 当代艺术文献库中国·北京
                   敦煌：生灵的歌 喜马拉雅美术馆中国·上海
                  世·象——中意艺术家联展  圣·吉亚科莫艺术中心 意大利·卡普里岛
                  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目光所及——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新艺术
                  “回归与起航”中外艺术家当代陶瓷对话展 万旗艺术中心 中国·泉州
                  年代书写——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第一回 年代美术馆 中国·温州
                  历史的温度：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具象油画 中华艺术宫 中国·上海
                   何汶玦·吕山川·吴达新·三人展 颐和悦馆莱维艺术空间 中国·北京
2014            “异想天开”中国新绘画 今日美术馆  中国·北京
                  “社会风景”——中国当代绘画中的风景叙事，成都国际文化艺术品交流中心                  
                  南京国际美术展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中国·南京
                  异想天开：中国新绘画的样式  喜马拉雅美术馆  中国·上海
                  遗失的肖像——当代艺术群展  龙美术馆  中国·上海
                  时代宋庄——艺术家邀请展 东区艺术中心 中国·北京 
                  第二届中国·意大利当代艺术双年展 艺术工厂  中国·北京 意大利
                  《融·汇》天仁合艺美术馆开馆展  天仁合艺美术馆  中国·杭州
2013           伦理作为艺术的DNA—2013年第九届佛罗伦萨当代艺术双年展
                  2013白盒子艺术与设计100  白盒子艺术馆  中国·北京
                  废掉的力量——艺术家群展  香港当代美术馆  中国·北京
                  我们·1994-2013——中国宋庄艺术家集20周年特展  宋庄美术馆 中国·北京
2012            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艺术双年展 宁夏银川文化艺术中心  中国·银川
                  第十三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平行展——“水共和 Water Republic”  威尼斯大使馆
                  《Let’s 新城记》“城市趣味”艺术家＋明星肖像展  民生现代美术馆
                  “社会风景”—2012首届苏州金鸡湖双年展  苏州巴塞当代美术馆 
2011            中国新绘画年展1  天仁合艺艺术中心  中国·杭州
                  SEA OF PEASE——中日韩当代艺术展  仁川艺术平台美术馆  韩国·仁川
                  面孔与人物  诺亚私立美术馆  德国·奥格斯堡
                  光芒十射——杨艺术空间开馆展  798杨艺术空间  中国·北京
                  东边——当代艺术展  秀瓷当代画廊 德国·柏林
                  Vanhaerent美术馆收藏展  Vanhaerent美术馆  比利时·布鲁塞尔
                  境界——静艺空间开馆展  静艺空间 中国·北京
2010           中国欢迎您——当代艺术展 奥尔登堡市立美术馆  德国·奥尔登堡
                  生命之欲·死亡之舞 KREMS美术馆 奥地利·克雷姆斯
                  温州首届当代艺术周 柒号艺术中心  中国·温州
                  改造历史——1999-2009 中国当代艺术展 今日美术馆  中国·北京
                  归去来兮——艺术让生活更美好 当代绘画艺术展  喜玛拉雅美术馆  中国·上海
2009            第24届亚洲国际美术展  吉隆坡国家美术馆 马来西亚·吉隆坡
                  “正午时分”六人展  北京时代美术馆  中国·北京
                  第四届成都双年展  成都国展中心  中国·成都
                  都市中——中国当代艺术选展  子午线国际中心馆  美国·华盛顿
2008           2008中国当代艺术展  韩国国家美术馆  韩国·首尔
                  第七届上海双年展  上海美术馆  中国·上海
2007           别处现实——中国当代艺术联展  别处空间  中国·北京
                  十五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瑞士季节首展  瑞士季节画廊  瑞士·苏黎世
                  浮游——中国当代艺术展  韩国国家美术馆  韩国·首尔
                  中国当代艺术展  琢璞艺术中心  中国·台湾
2006            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  世纪坛美术馆  中国·北京
                  今日中国美术大展  中国美术馆  中国·北京
                  重构——十人当代艺术展  北京画院美术馆  中国·北京
                  中国当代艺术展  歌剧画廊  巴黎·伦敦
                  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世纪坛美术馆  中国·北京
2005            21世纪中韩优秀青年画家邀请展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中国·北京
                  视觉惊艳——上海青年美术大展  刘海粟美术馆  中国·上海（获奖）
2004           第十届全国美展  广东美术馆  中国·广州（湖南省展区获“银奖”）
                  美国威蒙特艺术家工作室交流展第十一届年度亚洲艺术家奖  威蒙特艺术中心  美国·威蒙特
                  今日美术馆优秀青年艺术家提名展  今日美术馆  中国·北京
2003            吉林省青年美术大展  远东艺术馆  中国·长春（获“三等奖”）
                  我们的视野——上海青年美术大展  刘海粟美术馆  中国·上海（ 获“银奖”，并被收藏）
2002            全国第十届全军美展  中国军事博物馆  中国·北京
2001            中国油画大展  杭州展览馆  中国·杭州（获“银奖»，并被收藏）
2000            被评为湖南省十大杰出青年画家  作品《女人体》被湖南美协收藏
1999            第九届全国美展  上海美术馆  中国·上海
1997            世界华人画展  中国美术馆  中国·北京
                   走向新世纪——中国青年油画展  中国美术馆  中国·北京  成都（获“提名奖”并被收藏）
1995            95年国际青年美术家作品交流展  当代美术馆  中国·北京

He Wenjue

Born in Hunan,China, in 1970. Now he lives and work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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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影像 - 天坑 No.1  

Daily Images - Tian Keng No.1  

80×10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何汶玦 He Wenj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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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影像 - 天坑 No.2

Daily Images - Tian Keng No.2  

130×20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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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影像 - 稳稳的幸福 No.1  

Daily Images - Firmly Happiness No.1  

100×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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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影像 - 稳稳的幸福 No.1  

Daily Images - Firmly Happiness No.1  

100×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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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影像 - 稳稳的幸福 No.2  

Daily Images-Firmly Happiness No.2  

80×10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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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影像 - 因为爱情 No.1  

Daliy Images - Because of Love No.1  

130×20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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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影像 - 因为爱情 No.2  

Daily Images - Because of Love No.2 

100×8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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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影像 - 上海外滩  

Daily Images - The Bund 

130×20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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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影像-台湾 

Daily Images - Taiwan 

200×13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日常影像 - 因为爱情 No.2  

Daily Images-Because of Love No.2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100x80cm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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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

1971           生于上海

1995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

任教于复旦大学艺术系 副教授

参加展览

2015           “出新”北京时代美术馆

2015           “病毒来自中世纪” 上海523艺术空间

2015           策划“告别平庸”  野猪沙龙艺术展

2014           “转媒体时尚艺术展”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2014           策划“性趣” 上海临时美术馆

2014           策划“各就其位” 上海多伦美术馆

2012           策划“渔人码头”首届上海当代行为艺术节。

2012           声身吸息 苏州景溪

2012           北京OPEN国际艺术节 北京798空白空间

2012           帘 台北中山纪念馆

2011           作品“没有赢家”在世博会园区意大利馆展出。

2011           “绿野仙踪之696”开放展 上海威海路696艺术区 

2011           “敏感地带”行为艺术展 北京当代美术馆

2010           “离合之道” 莫干山路50号99艺术空间 

2010           “政治联姻” 1918艺术空间 

2009            696聚像上海当代艺术展 威海路696号

2009            2009首届中国当代青年美展 上海外滩艺术馆

2008           个展 斯民国际艺苑 新加坡

2006           第十一届海平线绘画雕塑联展 刘海粟美术馆

2005           “杂种”当代艺术展 上海东大名创库

2005           作品“打扰”系列 “胭脂”展 上海福州路19号红寨画廊

2004           “重叠”浙沪当代绘画艺术展 浙江艺术馆 杭州

Zhang Yong

Born in Shanghai,China in 1971. He was graduated fro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ow he 

is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art in Fud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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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情剂

Aphrodisiac

200×16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张勇 Zhang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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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择了红色

He chose Red

200×16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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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了黄色

I Chose Yellow 

200×16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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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

Ormosia

200×16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3



91

星空 

Starry sky

200×16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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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朋友

come-friends

200cmx160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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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约的空气

Invisible Air  

200×150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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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

Laboratory

150×96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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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员

Examination clerk

150×96cm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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