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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韡 

 

 

1972 生于北京 

1996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 

 

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展览记录／部分个展： 

 

2020 刘韡：散场/OVER，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中国 

2019 刘韡：看不见的城市，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美国 

2018 幻影，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2016 全景，PLATEAU，Samsung Museum of Art, 首尔，韩国 

2015 白银，白立方画廊，香港，中国 

颜色，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2014 Sensory Spaces 4，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鹿特丹，荷兰 

密度，白立方画廊，伦敦，英国 

2013 黑暗，箭厂空间，北京，中国 

刘韡，立木画廊，纽约，美国 

2012 刘韡，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刘韡个展：Foreign，Almine Rech 画廊，巴黎，法国 

2011 万物，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刘韡：三部曲，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2010 转换的时代：刘韡，CAN 基金会，首尔，韩国 

2009 对，这就是全部，博而励画廊，北京，中国 

被遗忘的经验，Hussenot 画廊，巴黎，法国 

2007 徘徊者，U 空间（现为博而励画廊），北京，中国 

爱它，咬它，艺术文献仓库，北京，中国 

2006 刘韡专有，北京公社与 U 空间（现为博而励画廊）合作，北京，中国 

紫气，Grace Li 画廊，苏黎世，瑞士 

爱它，咬它，比翼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2005 刘韡个展，四合苑艺术空间，北京，中国 

 

 

展览记录／部分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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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当代艺术三部曲：超越伤痕，釜山美术馆，釜山，韩国 

世间风物——和美术馆开馆大展，和美术馆，广东，中国 

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2019 熵，林冠艺术基金会，威尼斯，意大利 

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第 58 届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意大利 

策展课——策展与设计，华美术馆，深圳，中国 

极限混合：2019 广州空港双年展，广州翼·空港文旅小镇，广州，中国 

2018 悦来公共艺术展，重庆悦来，重庆，中国 

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洞见”单元，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中国 

熵，林冠艺术基金会，北京，中国 

北京新语，三远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北京当代·艺术展，艺述单元，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中国 

转折点——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中国 

重构乌托邦，华·美术馆，深圳，中国 

2017 镜像—上海爱琴海购物公园公共艺术项目，上海爱琴海购物公园，上海，中国 

地标—测绘中国当代艺术，嘉德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1989 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所罗门·R·古根海姆美术馆，纽约，美国 

复活 II，剩余空间，武汉，中国 

社会情绪，Cc 基金会，上海，中国 

中国夏天，Astrup Frarnley 博物馆，奥斯陆，挪威 

后感性：恐惧与意志，上海明当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COLORI，Castello di Rivoli Torino，都灵，意大利 

原地前进，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2016 Kochi-Muziris Biennale，科钦，印度 

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何不再问：正辩，反辩，故事”，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中国 

后感性：恐惧与意志，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开始之前结束之后 II，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银川双年展——图像，超光速，银川当代美术馆，银川，中国 

第二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我织我在，浙江美术馆，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美术

馆，杭州，中国 

爱知三年展：彩虹商队驿站 创造者之旅，Aichi Arts Center, Nagoya City Art Museum，

Nagoya city，日本 

转向：2000 后中国当代艺术趋势，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2015，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山中美术馆，四方当代美术馆，南京，中国 

研究室计划（第三回）运行中的“非形象”，正观美术馆，北京，中国 

事件的地貌，OCAT 深圳馆，深圳，中国 

艺术怎么样？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卡塔尔博物馆管理局阿尔里瓦克展览馆，多哈，卡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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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语：乌利·希克收藏展，Kunstmuseum Bern，伯尔尼，瑞士 

本土，激流和嬗变下的中国艺术，路易威登基金会，巴黎，法国 

2015 La vie moderne，第 13 届里昂双年展，里昂，法国 

化生-中国当代艺术展，老屠宰场艺术中心，蒙斯，比利时 

民间的力量，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中华廿八人，Asian Art Museum, San Francisco, USA 

物体系，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Adventures of the Black Square Abstract Art and Society 1915-2015，白教堂美术馆，伦敦，

英国 

2014 第二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影舞之眼·视域之外，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北区，深圳，中国 

第三种批判-艺术语言的批判性，时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Bringing the World Into the World，皇后艺术馆，纽约，美国 

八种可能路径：在北京的艺术，Uferhallen 艺术区，柏林，德国 

纵横阡陌——中国当代青年艺术家作品馆藏展，龙美术馆，上海，中国 

2013 西岸 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上海，中国 

日常琐事，林冠艺术基金会，哥本哈根，丹麦 

2013 年沙迦双年展：重现——新的文化制图，沙迦，阿联酋 

2012 第四届广州三年展，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编辑——图片强迫症，香格纳 H 空间，上海，中国 

马爹利年度艺术家，今日美术馆，北京；广东美术馆，广州；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 

明室，泰康空间，北京，中国 

白立方之内，白立方柏孟塞分部，伦敦，英国 

2011 时间的形状——当代中国艺术的多重历史，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中国影像艺术 1988-2011，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山水，卢塞恩美术馆，卢塞恩，瑞士 

天下海牙，海牙雕塑展，海牙，荷兰 

ACT►TION 影像展，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2010 长征计划——胡志明小道，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第八届上海双年展：巡回排演，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 

伟大的表演，佩斯北京，北京，中国 

梦境，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巴黎法国 

事物状态——中比艺术交流展，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往返：北京—纽约现在——多姆斯收藏精选展，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2009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巴塞尔，瑞士 

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中国 

资产阶级化了的无产阶级——松江当代艺术展，松江创意工房，上海，中国 

中坚：新世纪中国八个艺术的关键形象，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事物状态——中比艺术交流展，布鲁塞尔艺术中心，布鲁塞尔，比利时 

图像的新态度，唐人画廊，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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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消耗，釜山双年展，釜山，韩国 

乌托邦的边界，北京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违章建筑 II，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与后殖民说再见；第 3 届广州三年展，广州，中国 

中国当代艺术大奖，尤伦斯基金会，北京；外滩 18 号，上海，中国 

世界新秩序：中国当代艺术装置、摄影作品展，格罗宁根美术馆，格罗宁根，荷兰 

趣味的共同体，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我们的未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革命继续下去，萨奇画廊，伦敦，英国 

白夜生长，Bonniers 美术馆，斯德哥尔摩，瑞典 

迪奥与中国艺术家，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麻将：希克收藏，伯克利美术馆，伯克利，美国 

CYLWXZ，Esther Schipper 画廊，柏林，德国 

中国电站：第 III 部分，卢森堡大公现代艺术博物馆，卢森堡 

2007 恒动：当代艺术对话中国当代艺术邂逅 BMW Art Car，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一个尚未被命名的十年：第九届里昂双年展，里昂，法国 

NONO，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现在中国，Cobra 美术馆，阿姆斯特尔芬，荷兰 

中国电站：第 II 部分，Astrup Fearnley Museet for Moderne Kunst，奥斯陆，挪威 

金猪年：中国当代艺术希克收藏展，Lewis Glucksman 画廊，科克，爱尔兰 

2006 长征资本，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看起来都一样？中韩日艺术展，Sandretto Re Rebaudengo 基金会，都灵，意大利 

38 个个展，创意大院，上海，中国 

黄盒子，青浦，上海，中国 

12：中国当代艺术大奖，证大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当代中国艺术，朴敬美画廊，汉城，韩国 

移景与幻想：第二届当代水墨展，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第 4 届首尔媒体艺术双年展，首尔市立美术馆，首尔，韩国 

虚拟的爱，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中国 

没事！，比翼画廊，上海，中国 

城市边疆：上海/洛杉矶，University Art Museum，长滩，美国 

中国现在，Essl 收藏美术馆，克罗斯特纽堡，德国 

2005 51 届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意大利 

新长征空间开幕展，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外围展，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Beyond 第二届广州双年展，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麻将，希克个人收藏展，伯尔尼美术馆，伯尔尼，瑞士 

第一届南京三年展，南京，中国 

出事了，比翼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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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中国当代艺术，亚利桑纳州大学美术馆，坦佩市，美国 

2004 再生，查理斯·库勒斯画廊，纽约；大卫·温顿贝尔画廊，普罗维登斯，美国 

影像生存——第 5 届上海双年展，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 

过去与未来之间：来自中国的新摄影及影像，国际摄影中心；亚洲协会，纽约，美国 

中国眼睛：中国当代摄影艺术，Goedhuis 画廊，纽约，美国 

2003 打开天空，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二手现实，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再造 798，798，北京，中国 

第五系统——后规划时代的公共艺术（第五届深圳国际当代雕塑展），何香凝美术馆，深圳，

中国 

民工同志，您好，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倍速，中国美术学院，杭州，中国 

讨厌，比翼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2002 首届广州三年展，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海市蜃楼，格多美术馆；苏州美术馆，苏州，中国 

日常态度：中国图片艺术特别展，平遥，中国 

趣味过剩，3H 艺术中心，上海，中国；客艺廊前卫馆，新加坡 

2001 后感性——狂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中国 

非线性叙事：新媒体艺术节，中国美术学院展览馆，杭州，中国 

附体，印象画廊，杭州；比翼艺术中心，上海；藏酷新媒体艺术空间，北京，中国 

香港国际影像节，环境博物馆，香港，中国 

报应，北京，中国 

2000 家——当代艺术提案，月星家居仓库，上海，中国 

肖像、人物、一对和一组，比翼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City Zoom，德国 

香港国际影像节，香港，中国 

中国风景——观念摄影展，北京，中国 

1999 后感性——异形与妄想，芍药居，北京，中国 

北京在伦敦，当代艺术学院，伦敦，英国 

超市，上海，中国 

香港国际影像节，环境博物馆，香港，中国 

出售，上海广场，上海，中国 

物是人非，上海，中国 

文化与生活，上海，中国 

1998 反视自身与环境，北京，中国 

 

 

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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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十届 AAC 艺术中国“年度艺术家”奖 

2012 马爹利年度非凡艺术人物奖 

2011 瑞信今日艺术奖，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2008 中国当代艺术奖最佳艺术家奖 

2006 中国当代艺术奖提名 

 


	刘 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