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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 
 
1981 出生於浙江湖州，中國 
現任教於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 
 
教育背景  
 
2007 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獲碩士學位 
 

 
 
部分個展 
 
2019 《李青：後窗》，Prada 榮宅，上海，中國 
 《李青：自我修養》，浙江美術館，杭州，中國 
2017 《李青：海景》2017 紐約弗里茲博覽會 Frame 單元，紐約，美國 
2016 《李青個人項目》， 當代唐人藝術中心， 香港 
2015 《李青：大教堂》，蜂巢當代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八間套》，阿拉里奧美術館，首爾，韓國 
2014  《消費時代的情感－放大：李青個人項目》，9 平米美術館，上海，中國 
2013 《若比邻》，Leo Xu Projects，上海，中国 
2012    《交織》，東方基金會，澳門，中國 
2010    《飄零》，Tomás y Valiente 藝術中心，馬德里，西班牙 
2009    《重影》，多倫現代美術館，上海，中國 
            《帷幕》，漢雅軒，香港，中國 
2008    《重影》，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2006    《大家來找茬》，F2 畫廊，北京，中國 
 
 
部分群展 
 
2019 《天堂的孩子》，圖爾昆美術館，里爾，法國 
 《新藝術史：2000 – 2018 中國當代藝術，銀川當代美術館，銀川，中國 
 《西湖 – 超越常規》，Eigen+Art 畫廊、柏林、德國 
 《棲居地》，大田秀則畫廊，新加坡 
 《牆面：作為現代主義繪畫的邊界》，鳳凰·威獅國際藝術中心，福州，中國 
 《漂泊》，前波畫廊，紐約，美國 
2018 《璀璨都市》，大衛·卓納畫廊，香港，中國 
 《轉折點 – 中國當代藝術四十年》，龍美術館，上海，中國 
 《行動造就未來 – 實現全球零飢餓》，悅美術館，北京，中國 
 《Dream Video 100》，上海，中國 

《相遇亞洲》，四川美術學院美術館，重慶，中國 
《彼聲彼處》，滬申畫廊，上海，中國 
《On Paper 2》，空白空間，北京，中國 
《松江畫家》，三遠當代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形象的鏈接》，上海油畫雕塑院美術館，上海，中國 

2017 安仁雙年展，成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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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光所及 – 後金融危機時代下的中國新繪畫》，當代唐人藝術中心，曼谷，泰國 
《新巴拉德視角》，Metro Pictures，紐約，美國 
Jean-Francois Prat 獎，Bredin Prat，巴黎，法國 
《東學西見 - 中國當代藝術在紐倫堡》，紐倫堡—埃爾蘭根孔子學院，紐倫堡，德國 
《局部檔案》，要空間，上海，中國 
《萬丈高樓平地起：第二屆長江國際影像雙年展》，長江當代美術館，重慶，中國 
《在日落後發生》，上海 MoCA 藝術亭台，上海，中國 
《星空之城》，Art Project CZ，上海，中國 

 香港巴塞爾博覽會，香港，中國 
《請系好安全帶，我們正經過氣流顛簸》，Leo Xu Projects，上海，中國 
《自由場域 - 北京 798·貴陽當代藝術展》，貴陽，中國 

2016 《臨時博物館》，上海美術學院美術館，上海，中國 

《十夜》，BMCA 藝術文件展，北京，中國 
            《新國際：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即空間，三亞，中國 
            《蕭條與供給》，南京國際美術展，南京，中國 
            《中國當代藝術年鑑展》，民生現代美術館，北京，中國 
         《新資本論》，成都當代美術館，成都，中國 
         《歧感激流—通向語言的繪畫》，今日美術館，北京，中國 
         《出牆：面對裝置誘惑的繪畫》，當代唐人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天注定》，阿拉里奧美術館，濟州，韓國 

《演繹時間》, Leo Xu Projects, 上海, 中國 
《時間·翻頁》，雅昌藝術中心，深圳，中國 

         《現實中的不現實:日常生活的精神維度》，華僑城歡樂海岸·盒子藝術空間，深圳，中國 
         《80 後·08 後》，龍美術館藏青年藝術家作品展，龍美術館，上海，中國 
            《混合經驗的泥巴》, 香港，中國 
            2016 香港巴塞爾博覽會, 香港，中國 
            《之·間》，澳大利亞中國當代藝術基金會，上海，中國 
            《繪畫 20X20》，保利藝術空間，香港，中國 真實·抑或幻象，當代唐人藝術中心，香港，中國 
            《空氣》，寧波國際當代藝術展，寧波美術館，寧波，中國 
2015   《中國當代藝術年鑑展》，民生現代美術館，北京，中國 
         《南京國際美術展》，南京，中國 
            《皮毛當代藝術節》，上海，中國 
            《夜半笑聲》, Merkur Gallery, 伊斯坦布爾，土耳其 
            《Artissima》, 都靈，意大利 
            《繪畫 20X20》，保利藝術博物館，北京，中國  

《中國挪用藝術》，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上海，中國  
《園林異景》，金雞湖美術館，蘇州，中國  
《破圖集》，寺上美術館，北京，中國 

            《物體系》，民生現代美術館，上海，中國 
            2015 香港巴塞爾博覽會, 香港，中國 
            《目光所及 - 後金融危機時代的中國新繪畫》，泰勒基金會，巴黎，法國 
            《放大 - 後金融危機時代的中國新繪畫》，長江當代美術館，重慶，中國  

《未來方程式 - 第二屆 CAFAM 未來展跟踪計劃》，798 藝術工廠，北京，中國 
2014    《社會風景 - 中國當代繪畫中的風景敘事》，成都市國際文化藝術品交流中心，成都，中國 

《自我的社會學》，誠品畫廊，台北，中國越界，滬申畫廊，上海，中國 
2014 香港巴塞爾博覽會，香港，中國 
《開今·借古—龍美術館（西岸館）開館大展》，上海，中國 
《不是之是：一次關於“元繪畫”的個人表述》，林大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羅平國際攝影節，羅平，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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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2013 - 中國青年藝術家作品提名展》，關山月美術館，深圳，中國 
2013    《雙向刺點：作為表象的切入口，一種繪畫》，蜂巢當代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消夏》，滬申畫廊，上海，中國 
            《溪山清遠：中國當代藝術的轉型》，聖莫妮卡藝術中心，巴塞羅那，西班牙 
            《威尼斯雙年展特別邀請展：歷史之路 - 威尼斯雙年展與中國當代藝術二十年》，威尼斯軍械庫，  
               意大利／成都當代美術館，中國 
            《演變，先鋒當代藝術中心》，南京，中國 
            《2013 科隆國際藝術博覽會》，科隆，德國 
            《藝術實踐Ⅰ：問題與立場》，中畫廊，柏林，德國 
            《鏡子與影子：中國當代藝術》，印尼國家美術館，雅加達，印尼 
            《溪山清遠之流觴故事：中國當代新繪畫》，福岡亞洲美術館，福岡，日本 
2012    《重新發電 - 第九屆上海雙年展主題展》，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上海，中國 
            《屋漏痕 - 形式的承載》，浙江美術館，杭州，中國 
            《男孩：當代肖像》，Leo Xu Projects，上海，中國 
            《風物紀》，威內托科技藝術館，威尼斯，意大利 
            《無形之形 - 中國當代藝術展》，卡爾舒特藝術中心，倫茨堡布德爾斯多爾夫，德國 
            《亞現象 - CAFAM 未來展》，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北京，中國 
            《圓桌 - 第九屆光州雙年展特展：Ctrl+N - 非線性實踐》,光州市立美術館，光州，韓國 
            《依於仁，遊於藝 - 21 位中國藝術家非代表作品展》，白盒子藝術館，北京，中國 
            《偏看：無意識的當代藝術》，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2011    《趣味的共同體：2000 年以來的中國當代藝術》，聖保羅當代美術館，聖保羅，巴西 
            《ARCO 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馬德里，西班牙 
            《中國式書寫》，今日美術館，北京，中國 
            《關於繪畫的十九個個展》，站台中國當代藝術機構，北京，中國 
            《溪山清遠 - 中國新繪畫》，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舊金山，美國 
            《繪畫課Ⅰ：錯覺或幻象》，楊畫廊，北京，中國 
            《婚禮》，Para／Site，香港，中國 
            《都會烏托邦 - 德意志銀行收藏展》，香港，中國 
            《觸摸》，阿拉里奧畫廊，北京，中國 
            《飛越對流層 - 新一代繪畫備忘錄》，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一個人的劇場 - 80 後藝術展》，何香凝美術館，深圳，中國 
            《剩餘的好看》，當代唐人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旅程：中國年輕藝術家的錄像近作 - 上海藝術博覽會國際當代藝術展影像單元》，上海，中國 
            《破曉》，阿拉里奧畫廊，北京，中國／天安，韓國 
            《時間的形狀 - 當代中國藝術中的多重歷史》，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物色·綿延 - 第五屆成都雙年展》，成都，中國 
            《陽光燦爛的日子》，現代畫廊，首爾，韓國 
2010    《亞洲路標 - 豐田藝術項目》，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叢林 - 中國當代藝術生態管窺》，站台中國當代藝術機構，北京，中國 
            《改造歷史：2000-2009 年的中國新藝術》，國家會議中心，北京，中國 
            《2010 香港國際藝術展》，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香港，中國 
            《趣味的共同體：2000 年以來的中國當代藝術》，智利當代美術館，聖地亞哥，智利 
            《個人的面向 - 四位中國青年藝術家聯展》，阿拉里奧畫廊，紐約，美國 
            《70 後藝術的十個個案》，香港展覽中心，香港，中國 
            《溪山清遠 - 中國新繪畫》，路易斯·布魯恩基金會，倫敦，英國 
2009    《這裡發生了什麼？ — 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影像檔案館開館展》，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北京 
               中國 
            第四屆布拉格雙年展，卡林廳，布拉格，捷克 
            《當舖，維他命空間“這個店” 》，北京，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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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城市網絡 2009，首爾市立美術館》，首爾，韓國 
2008    《五穀雜糧 - 中國實驗藝術教育與創作》，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杭州，中國 
            《詩意現實：對江南的再解讀 — 來自中國南方的當代藝術》，Tomás y Valiente 藝術中心，馬德里 
              西班牙 
           《在瓦倫西亞 55 天 - 中國當代藝術展》，瓦倫西亞現代藝術博物館（IVAM），瓦倫西亞，西班牙 
           《中國金 - 中國當代藝術》，馬約爾博物館，巴黎，法國 
           《個案 - 藝術史和藝術批評中的藝術家》，聖之空間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觀念的筆記 - 中國當代繪畫的局部敘述》，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亞洲方位 - 第三屆南京三年展》，南京博物院，南京，中國 
           《革命在繼續 - 中國新藝術》，薩奇畫廊，倫敦，英國 
           《遊戲沒有結束》，阿拉里奧畫廊，北京，中國 
2007   《時間差異 - 中國和美國的新藝術》，Initial Access，伍爾弗漢普頓，英國 
           《能量：精神·身體·物質——首屆今日文獻展》，今日美術館，北京，中國 
           《超越圖像 - 中國新繪畫》，上海美術館，上海，中國 
2006   《談話十+十，證大現代藝術館》，上海，中國 
           《超越的維度 - 中國新繪畫》，四方當代美術館，南京，中國 
2005   《未來考古學 - 第二屆中國藝術三年展》，南京博物院，南京，中國 
           《中國當代青年藝術》，第七機庫，薩爾斯堡，奧地利 
 
 
重要收藏： 
 德意志銀行，德國  
IVAM 瓦倫西亞現代藝術博物館，瓦倫西亞，西班牙  
魯貝爾家族收藏博物館，邁阿密，美國 阿拉里奧美術館，首爾／濟州，韓國 
Kistefos 博物館：Christen Svevaas 收藏，奧斯陸，挪威 
Initial Access：Frank Cohen 收藏，伍爾弗漢普頓，英國 
Bredin Prat 基金會，巴黎，法國 
DSL 基金會，巴黎，法國  
瑞士再保險集團藝術收藏，蘇黎世，瑞士 
羅根基金會，舊金山，美國 
澳大利亞中國當代藝術基金會，墨爾本，澳大利亞  
西班牙國際文化藝術基金會，馬德里，西班牙 
龍美術館，上海，中國 
余德耀美術館，上海，中國 
喬志兵收藏，上海，中國  
喜馬拉雅美術館，上海，中國  
四方當代美術館，南京，中國  
星美術館，上海，中國 
浙江美術館，杭州，中國 
K11 基金會，香港，中國 
CC 基金會，上海，中國  
復星基金會，上海，中國 
新世紀當代藝術基金會，北京，中國  
山藝術文教基金會，台北  
中國美術學院，杭州，中國 
 
獎項： 
2017 年   入選 2017Jean-Francois Prat 獎，巴黎，法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