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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勇 
 
1975 出生於四川，中國 
現生活工作於深圳/北京，中國 
 
教育背景  
 
1995 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 
 
 
 
個展 
 
2016   《楊勇 2016》，當代唐人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2011   《神經質: 楊勇攝影作品展》，M97 畫廊，上海，中國 
2010   《楊勇個展/ 光景》，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2008   《國際通道/月蝕及之後的發生》，香港當代唐人藝術中心，香港，中國 
2008   《國際通道/世界屬於你》，北京當代唐人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2008   《十一個女人的時代》，博爾赫斯藝術機構，廣州，中國 
2006   《世界之窗》，四合苑畫廊北京，中國 
2006   《無名劇照－楊勇的攝影作品》，Tang Gallery 曼谷，泰國 
2004   《城市神話－楊勇攝影展》，Goedhuis 畫廊，紐約，美國 
2003   《楊勇個展》，北京藝術文件倉庫，第 3 屆平遙國際攝影大展，山西，中國 
2002   《浮光掠影--楊勇個展》，東廊藝術畫廊，上海，中國 
2002   《來自中國--楊勇個人方案》，林茨藝術設計學院，奧地利 
1999   《女人總是美麗的》，博爾赫斯書店，廣州，中國 
 
群展 
 
2016   《巴塞爾藝術展》，香港，中國 

《真實，亦或幻像》，當代唐人藝術中心，香港，中國 
2015   《中國 8：中國當代藝術》，杜塞爾多夫新會展中心，杜塞爾多夫，德國 
           《驚奇的房間》，黑橋藝術空間，北京，中國 
           《當被光穿過》，分泌場，北京，中國 
           《民間的力量》，民生美術館，北京，中國 
2012   《江漢繁星計劃·70 後藝術家研究展·創異的喜悅》，武漢美術館，中國 
           《開放的肖像》，民生現代美術館，中國 
2011   《首屆 CAFAM 泛主題展，超有機/一個獨特研究視角和實驗》，中央美院美術館，北京，中國 
           《油麻地文化藝遊》，香港西九龍文化區管理局，香港，中國 
           《第四屆廣州三年展》廣東美術館，廣州，中國 
           《散光國際當代攝影邀請展》獨立影像空間，重慶，中國 
2009   《青春殘酷》白色盒子空間，佛羅里達，美國 
           《09 香港/深圳城市建築雙年展,亞洲世界城市: 非常香港＋深圳” 》MOST 環境藝術館，香港，中國 
           《09 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年展,永久移民》，傳承—深圳空間，深圳，中國 
           《最好的時光》，當代唐人藝術中心，曼谷，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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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的新態度》，當代唐人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成為激烈－成為動物－成為……》，海德堡，德國 
           《你東我西”當代藝術展》，深圳美術館，深圳，中國 
           《開放的視域-中國當代藝術展》，捷克國家美術館，布拉格，捷克 
           《川流不息：解構中國》，今日美術館，北京，中國，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2008   《出境—廣深港澳當代藝術展》，何香凝美術館，深圳，中國      
           《 第 4 屆連州國際攝影年展--我的照相機》，連州，廣東，中國 
           《廣州站---廣東當代藝術回顧展》，廣東美術館，廣州，中國 
           《Art Multiple 2008——中國首展》，可當代藝術中心，上海，中國 
           《Private View》，意中藝術工作室，北京，中國 
           《介入：藝術生活 366 天》，上海證大現代藝術館，上海，中國 
           《抵抗景觀-社會轉型中的個人和他的自我形似》，羅馬展覽宮美術館，意大利 
2007   《被槍斃的方案》，可當代藝術中心上海，中國 
           《出街展》，COCO PARK，深圳，中國 
           《從西南出發—西南當代藝術展 1985—2007》，廣東美術館，廣州，中國 
           《注意！來自中國的攝影》，Palau de la irreina，巴塞羅那，西班牙 
           《龍的變身》，紐約中國廣場藝術中心，紐約，美國 
2006   《第五屆深圳國際水墨雙年展－水墨生活趣味》何香凝美術館，深圳，中國 
           《我們是改變》，Isola Art and community Centre, 米蘭，意大利. 
           《看起來都一樣嗎？中韓日的藝術》，Fondazione Sandretto，都靈，意大利 
           《積累－廣東快車下一站》，北京當代唐人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剩餘價值》，北京當代唐人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過去與未來之間》，柏林世界文化宮，柏林，德國 
           《中國》，boijmans van beuningen 博物館，鹿特丹，荷蘭 
           《界內界外當代藝術展》深圳雕塑院現代藝術展廳，深圳，中國 
           《 亞洲動力－深圳》，何香凝美術館 OCT 當代藝術中心，深圳，中國 
           《城市的皮膚》，深圳美術館，深圳，中國 
2005   《壞孩子的天空》，星空間，北京，中國 
           《城市的皮膚》，澳門塔石藝文館，澳門，中國 
           《翻手為雲，覆手為雨——TS1 當代藝術中心第一回展》北京 TS1 當代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連州國際攝影年展》，連州，廣東，中國 
           《第二屆廣州三年展/別樣：一個特殊的現代化實驗空間》廣東美術館，廣州，中國 
           《聚焦—中國當代攝影和錄像》，中國美術館，北京，中國 
           《過去與未來之間》，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美術館，倫敦，英國 
           《“電子園林”國際新媒體藝術展》上海證大現代藝術館，上海，中國 
           《廣東當代藝術生態（1990－2005）文獻展》何香凝美術館，深圳，中國 
           《70 後藝術》，上海明園藝術中心上海，今日美術館，北京，中國 
           《說不出的快樂》，塔瑪約當代藝術博物館，墨西哥 
           《進行時—當代藝術展》，現代藝術展廳，深圳，中國 
2004   《中國人--中國當代攝影與錄像》，沃爾夫斯堡藝術美術館，德國 
           《過去與未來之間--來自中國的新攝影及影片》紐約國際攝影藝術中心（ICP),紐約，斯馬特美術館， 
              芝加哥，美國 
           《中國眼睛》，Goedhuis 畫廊，紐約，美國 
           《平凡子民 - 九十年代至今華人觀念攝影展》，香港藝術中心，香港，中國 
           《“無間”--04 中國建築工地先鋒藝術展》重慶美術館，重慶，中國 
           《視覺特區—深圳青年實驗藝術展》深圳美術館，深圳，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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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中國當代攝影和錄像》上海美術館，上海，中國 
2000   《意圖通信——20 世紀末中國新攝影藝術展》“亞太當代藝術檔案館”米蘭、熱那亞，意大利 
           《體位以外中國錄像國際藝術節》環境現代藝術館，香港，中國 
1999   《後感性——異形與妄想》北京，中國 
           《複數.個性》 華南師範大學，廣州，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