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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朝陽 
 
1970 出生於中國河南省南陽市 
現生活工作於中國北京 
 
教育背景 
1996 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 
 

 
部分個展 
 
2019 《青綠 – 尹朝陽新作展》，當代唐人藝術中心，香港 

《尹朝陽版畫作品展》，藝博畫廊，上海，中國 
《尹朝陽；穿越火焰 - 黃山不是風景》，三尚當代藝術館，杭州，中國 

2017  《尹朝陽在嵩山》，玉蘭堂，北京，中國 
            《尹朝陽在嵩山》，蘇州博物館，蘇州，中國 
2016    《尹朝陽：新作》，德玉堂畫廊，上海，中國 
            《江湖》，亦安畫廊，台北 
2015    《寒枝驚雀》，南京藝術學院美術館，南京，中國 
            《寒山》，The Page Gallery，首爾，韓國 
            《山外山》，玉蘭堂，北京，中國 
            《紙象：尹朝陽的紙上繪畫》，力利記藝術，北京，中國 
            《山外嵩山》，河南博物院，鄭州，中國 
2014    《觀山》，大未來林捨畫廊，台北 
2013    《寒山》，龍美術館，上海，中國 
            《出山》，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香港 
            《出山》，蜂巢當代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2011    《塵佛》，瑪吉畫廊，馬德里，西班牙 
            《演變》，河南省博物館，鄭州，中國 
            《狂熱者》，PAGE Gallery，首爾，韓國 
            《空山夕照》，大未來林捨畫廊，台北 
            《朝聖》，亦安畫廊，香港 
            《石窟》，亦安畫廊，北京，中國 
            《尹朝陽作品-1992-2011》，河南省博物院，鄭州，中國 
2010    《四季島》，當代唐人藝術中心，香港 
            《巨匠》，民生銀行美術館，上海，中國 
            《正面》，廣東美術館，廣州，中國 
            《正面》，上海美術館，上海，中國 
            《正面》，伊比利亞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2009    《入寺顯佛》，嵩山少林寺，鄭州，中國 
2008    《尹朝陽 - 十年》，民生藝術中心，上海，中國 
            《輻射》，DF2 畫廊，洛杉磯，美國 
            《尹朝陽 1997 – 2007》，今日美術館，北京，中國 
            《焦點》，當代唐人藝術中心，香港 
2007    《台北日記》，亞洲藝術中心，台北 
            《尹朝陽新作展》，當代唐人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流動》，泰康頂層空間，北京，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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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朝陽新作展》，亦安畫廊，香港 
            《經過·毛澤東》，DF2 畫廊，洛杉磯，美國 
2006    《經過·毛澤東》，環碧堂畫廊，北京，中國 
            《經過·毛澤東》，當代唐人藝術中心，曼谷，泰國 
            《神話》，今日美術館，北京，中國 
            《神話》，亦安畫廊，上海，中國 
2005    《公共空間》，Max Protetch 畫廊，紐約，美國 
            《青春·烏托邦》，當代唐人藝術中心，曼谷，泰國   
2004 《烏托邦》，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北京，中國 

《烏托邦 vs 青春物語》，多倫現代美術館，上海，中國 
2002    《神話》，亦安畫廊，上海，中國 
2001    《神話》，北京藝術博物館，北京，中國 
 
部分群展 
 
2019    《共同的神話 - 安仁雙年展》，安仁古鎮，成都，中國 
            2019 藝術深圳，深圳會展中心 6 號館，深圳，中國 
            《觀念·心性》，湖北美術學院美術館，武漢，中國 
            《師出嵩山 - 「嵩山論壇」八週年優秀美術作品邀請展》，升達藝術館，鄭州，中國 

北京當代·藝術展，全國農業展覽館，北京，中國 
            《藏鋒斂銳 - 具象繪畫群展》，偏鋒新藝術空間，北京，中國 
            第九屆「實踐的力量」中國當代版畫文獻展，金陵美術館，南京，中國 
            藝覽北京，玉蘭堂，北京展覽館，中國 
            Hi21 藝術展，利星行文化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顯影」當代藝術展》，K 空間，成都，中國 
2018    《隨心所致》，藝·凱旋畫廊，北京，中國 
            《群賢·白露文會》，中國當代藝術邀請展，華中農業大學藝術館，武漢，中國 
            《文明的回響第三部時代肖像》，太廟藝術館，北京，中國 
            《列陣 - 雲之空間實踐第三季》，雲藝術中心，上海，中國 
            平遙國際雕塑節，平遙古城，太原，中國 
            《緩流 - 當代名家水墨展》，k 空間，成都，中國 
            《精神空間的對視 - 中意藝術家聯展》，聖埃莫堡，意大利 
            《寫嵩，馬可魯、尹朝陽雙人展》，亦安畫廊，北京，中國 
            《另一個阿萊夫 - 中德當代藝術對話展暨德美術館開幕展》，德美術館，廈門，中國 
            《夏日聯展 – 畫廊藝術家與收藏展》，亞紀畫廊，台北 
            《Mountains & streams》，CFHILL，瑞典 
            《手的禮贊 - 當代著名藝術家版畫收藏展》，ARTCLOUD 藝術之心，深圳，中國 

《「藝術史：40x40」從四十位藝術家看改革開放十四年的中國當代藝術》， 
寶龍美術館，上海，中國 

2017    《重繪畫 - 博弈當代藝術困境》，白盒子藝術宮，北京，中國 
            《繪事英華 - 湖北青年美術作品第一回展》，利寶美術館，武漢，中國 
            《江山如此多嬌 - 中國藝術的文心與詩意》，中華藝術宮，上海，中國 
            《「繪話」當代藝術展》，年代美術館，溫州，中國 
            2017 藝術山西，山西美術館，太原，中國 
            《媒介烏托邦 - 藝術江西學術邀請展》，江西省展覽中心，南昌，中國 
2016 《「以紙為本」藝術聯合展》，梵華藝術中心，上海，中國 

《綻放 - hiart space 上海空間開幕展》，龍美術館西岸館，上海，中國 
            《靜相》，亦安畫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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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傳 - 當代新繪畫邀請展》，寧波美術館，寧波，中國 
            第三屆南京國際美術展: HISTORICODE 蕭條與供給，百家湖美術館，南京，中國 
            《[繪畫]: 貳拾 x20》，保利香港藝術空間，香港 
            《群展 - 勿以類聚》，亦安畫廊，北京，中國 
            《觀紙：紙上作品七人展》，安簃藝術空間，上海，中國 
            《圖像池，今格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觀紙：紙上作品八人展》，大觀美術館，鄭州，中國 

《「海納百川 壁立千仞」作為一種價值共同體的宋莊藝術精神溯源》，北京東區藝術中心，中國 
            《文兮歸來：中國當代藝術展》，深圳美術館，深圳，中國 
            2016 藝術深圳，深圳會展中心六號館，深圳，中國 
            《重繪畫 - 博弈當代藝術困境》，白盒子藝術館，北京，中國 
            《對景成五人 - 當代藝術收藏展》，成都銀泰中心，成都，中國 
            《溪山引 - 中國藝術系列展「北京·2016」》，橋捨畫廊，北京，中國 
            《再肖像·被言說和展開言說的》，宋莊美術館，北京，中國 
            《詩意的棲居：偏鋒成立十週年展》，偏鋒新藝術空間，北京，中國 
            《有此山川：多維度里的中國山水》，亞龍灣華宇酒店，三亞，中國 
2015    《Big House 當代藝術中心·開館展》，Big House 當代藝術中心，武漢，中國 
           《園林·異景 - 中國當代藝術邀請展》，金雞湖美術館，蘇州，中國 
            《讀畫》，亦安畫廊，台北 
            《素描·再造的藝術 - AMNUA 素描系列Ⅲ》，南京藝術學院美術館，南京，中國         
 《遊魂 向高更致敬-中國當代藝術展》，塔希提美術館（艾米李畫廊主辦），塔希提島胭， 

亦安畫廊，台北 
            《遠韻 - 當代紙本藝術研究展 (第一回)》 ，力利記藝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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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睛》，亦安畫廊，台北 
            《遺失的肖像》，龍美術館，上海，中國 
            《超級景觀-圖像世界的多重邏輯》，石家莊美術館，石家莊，中國 
            《異·常之境》，力利記藝術，北京，中國 
            《羅全木 | 尹朝陽 | 趙剛》，亦安畫廊，北京，中國 
            《東方藝術-大家：紙上專題展覽-當「外省」遇到「青年」》，今日美術館，北京，中國 
            2014 國際具象&抽象展，寧波市文館 117 當代藝術中心，寧波，中國 
            《光芒》，優上藝術空間，上海，中國 
            《抱虎下山 - 王華祥師生展》，久畫廊，北京，中國 
2013    《在路上: 中國青年藝術家作品提名展暨青年批評家論壇》，關山月美術館，深圳，中國 
            《歷史之路 - 威尼斯雙年展與中國當代藝術 20 年》，威尼斯，意大利 
            《塵土與光榮：三種介質 - 方力鈞、尹朝陽聯合展覽》，ART ONE 中庭，香港 
2012    《新裁：龍美術館開館邀請展》，龍美術館，上海，中國 

《浮塵 - 一個與西湖有關的當代藝術展》，威尼斯，意大利 
《開放的肖像》，民生現代美術館，上海，中國 

2011    《龍之焰 - 中國當代陶瓷美國邀請展》，紐約，美國 
           《燦爛的倫理學》，首爾，韓國 
            《狠現實》，銀石空間，上海，中國 
2010    2010 年藝術光州，光州，韓國 
            《「one and one」時代青年藝術家第一回展》，時代美術館，北京，中國 
            《具象研究 - 圖像消費》，時代美術館，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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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樓上的青年》， 時代美術館，北京，中國 
           《「時代畫農民」新中國農民題材優秀作品展》，浙江美術館，杭州，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