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志

1971年 ⽣于中国湖南
1995 年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现⽣活⼯作于北京

个展

2020 “这个我能变好吗︖”，刺点画廊，⾹港
2019 “蒋志个展——震源”，SiloSilo，苏黎世，瑞⼠
2018 
“未形”，良渚⽂化艺术中⼼⼤屋顶美术馆，杭州，中国
“我认出风暴——蒋志”，魔⾦⽯空间，北京，中国
“去来”，刺点画廊，⾹港
2017 
“范沧桑｜蒋志个展”，HDM 画廊，北京，中国
“我们——蒋志个展”，TKG+，台湾
2016 
“⼀切——蒋志个展”，深圳OCAT，深圳，中国
“注定——蒋志个展”，魔⾦⽯空间，北京，中国
2015 “蒋志：⼀现”，⽩⽴⽅，⾹港
2012 
“窄门”，魔⾦⽯空间，北京，中国
“情书”，M97 画廊，上海，中国
“不纯之光”，Saamlung 画廊，⾹港
“如果这是⼀个⼈”，时代美术馆，广州，中国
2011 “⼀念”，沪申画廊，上海，中国
2010 
“表态 — 蒋志的⼀个展览”，站台中国，北京，中国
“蒋志个展：神经末梢的温度”，当代唐⼈艺术中⼼，曼⾕，泰国
“蒋志个展：颤抖”，玛吉画廊，马德⾥，西班牙
2009 “表态—蒋志的⼀个展览”，奥沙艺术空间，上海，中国︔奥沙艺术空间，⾹港
“蒋志个展：⽩⾊之上”，奥沙艺术空间，新加坡
2008 “蒋志个展：⽩⾊之上”，奥沙艺术空间，⾹港
“蒋志个展：神经质及其呓语”，玛蕊乐画廊，北京，中国
“蒋志个展：照耀我”，DF2 画廊，洛杉矶，美国
2007 “事情⼀旦发⽣就会变得简单：蒋志摄影新作展”，M97 画廊，上海，中国
2006 “蒋志个展：双⼈房–03 房”，朱屺瞻艺术馆，上海，中国
1999 “⽊⽊：蒋志摄影展”，博尔赫斯书店，广州，中国

部分群展

2021 ”当遗忘，尚未没过船舷”，谢画廊，长沙，中国
2020 
“暗光”，昊美术馆，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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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花之名”，明珠美术馆，上海，中国
“从屏幕到观念——五⼗年的历史”，山中天艺术中⼼，北京，中国
2019 
“新艺术史：2000-2018 年中国当代艺术”，银川当代美术馆，宁夏，中国
“第四届今⽇⽂献展：缝合”，北京今⽇美术馆，北京，中国
“普通谎⾔”，⾸尔美术馆，⾸尔，韩国
“Pal(ate)/ette/”，外滩三号沪申画廊，上海，中国
“⾃由菱镜，录像的浪潮”，盒⼦美术馆，广州，中国
“书．非书：杭州国际现代书法艺术节”，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杭州，中国
“技术也凝结成了风景——科技艺术与风景画传统”，三⾥屯⾸北兆龙1 层，北京，中国
“策展课——策展与设计”，华．美术馆，深圳，中国
“爱的艺术——全球影像艺术⼤展”，原．美术馆，重庆，中国
“新艺术史：2000-2018 年中国当代艺术”，银川当代美术馆，中国
“乌镇当代艺术展—时间开始了”，乌镇，浙江，中国
“来⾃中国的新录像”， Macro 当代博物馆，罗马，意⼤利
2018 
“影像三角志：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时代艺术中⼼，柏林，德国
“广州设计周“城市艺向”——来处”，广州太古汇，广州，中国
“爱的艺术：亲密”，今⽇美术馆，北京，中国
“众妙之门”，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中国
“⽇常之光：诗歌．影像2018”，TPM 紫麓戏剧空间，南京，中国
“女神的装备”，杭州⼯艺美术博物馆，杭州，中国
“新影像，不试所见”，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中国
“北京新语”，三远当代艺术中⼼，北京，中国
“中国当代摄影四⼗年（1976－2018）”，OCAT 深圳馆，深圳，中国
“艺术家书”，空⽩画廊，北京，中国
“微物之神”，狮语画廊，上海，中国
“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展位：刺点画廊，上海展览中⼼，上海，中国
“脚本：广东美术馆藏影像作品展”，史丹福⼤学艺术中⼼，史丹福，美国
“⼩说艺术”，OCT 当代艺术中⼼，深圳，中国
“⽣命与梦想：当代中国摄影与媒体艺术”，沃尔特收藏，新乌尔姆，德国
“⾹港巴塞尔艺术展”，展位：刺点画廊，⾹港会议展览中⼼，⾹港
“美妙世界”，北京时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思想特征”，南山社，西安，中国
“根茎——中国当代艺术⾃主性研究展”，今⽇美术馆，北京，中国
2017 
“中巴当代艺术展：对流”，北京民⽣现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城市共⽣”，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中国
“复相・叠影”，广州影像三年展，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PARIS PHOTO 2017”，展位：刺点画廊，巴黎⼤皇宫，巴黎，法国
“1989 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古根汉美术馆，纽约，美国
“M+放映：城市界限”，M+，⾹港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6”，民⽣现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广东快车：珠江三角洲的艺术”，M+，⾹港



“朋友圈+：⽂化馆线上艺术计划展”，OCAT 上海馆，上海，中国
“后感性—恐惧与意志”，明当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2016 
“后感性—恐惧与意志”，民⽣现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滥情—蒋志、陈晓云双⼈展”，泰康空间，北京，中国
“转向—2000 后中国当代艺术趋势”，民⽣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伦敦，英国
“陌⽣之外”，Galerie Paris-Beijing，巴黎，法国
2015 
“非形象—叙事的运动”，上海⼆⼗⼀世纪民⽣美术馆，上海，中国
“再影像：光的实验场”，湖北美术馆，武汉，中国
“颗粒到像素—摄影在中国”，上海摄影艺术中⼼，上海，中国
“相望：艺术不需要⽂本”，今⽇美术馆，北京，中国
“第⼆届三影堂实验影像开放展”，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北京，中国
2014 
“未见的存在：当代艺术的环境对话”，⾹港艺术中⼼，⾹港
“第三种批判—艺术语⾔的批判”，时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第12 届全国美展—实验艺术展”，今⽇美术馆，北京，中国
“第三世界的世界III”，朱拉隆功⼤学艺术中⼼，曼⾕，泰国
“以退为进”，外滩美术馆，上海，中国
“三影堂⾸届实验影像开放展”，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北京，中国
2013 
“城市边缘”，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深圳，中国
“第八届深圳国际⽔墨双年展”，关山⽉美术馆，深圳，中国
“三亚国际当代艺术展：不期⽽遇”，三亚，海南，中国
“存在和不存在是⼀样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北京，中国
“消极或抵抗︖”，泰康空间，北京，中国
“新建构：中国80 至90 年代先锋摄影”，刺点画廊，⾹港
2012 
“瑞信‧2012 今⽇艺术奖入围展”，今⽇美术馆，北京，中国
“第九届上海双年展：重新发电”，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中国
“第四届广州三年展：见所未见”，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2011 
“怀疑的⼒量”，时代美术馆，广州，中国
“关系：中国当代艺术”，今⽇美术馆，北京，中国
“CAFAM 泛主题展：超有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中国
“时间的形状：当代中国艺术中的多重历史”，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北京，中国
“中国影像艺术：1988-2011”，民⽣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关系：中国当代艺术”，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决绝：⼀个抽象艺术群展”，博⽽励画廊，北京，中国
“第14 届西班牙国际摄影节”，马德⾥，西班牙
“趣味的共同体：2000 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圣保罗当代美术馆，圣保罗，巴西
2010 
“⼗年曝光：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当代影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中国
“从现代性到现代化：⾃1988 年的中国媒体艺术”，MK 画廊，鹿特丹，荷兰
“趣味的共同体：2000 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智利当代美术馆，智利



“回到未来”，奥沙艺术空间，⾹港
“改造历史：2000-2009 年的中国新艺术”，国家会议中⼼，北京，中国
“后新摄影”，前波画廊，北京，中国
“重瞳：拥有过去的未来—两岸艺术交流计划”，TKG+耿画廊，台湾
“从电影看：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我建构”，OCT 当代艺术中⼼，深圳，中国
“时空中的⼀个点” — 广东美术馆藏当代艺术作品展，国⽴台湾美术馆，台中市，台湾
2009 
“交通：艺术⾼速公路”，Musée des Beaux-Arts et d'archéologie de Besançon，贝桑松，法国
“Time Versus Fashion”，尼尔廷根艺术中⼼，尼尔廷根，德国
“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2009”，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各搞各的：歧观当代”，台北当代艺术馆，台北，台湾
2008 
“云中绘画 — 亚洲当代艺术”，Kiasma 当代艺术博物馆，赫尔⾟基，芬兰
“⾸届调解双年展”，波兹南，波兰
“精致的⼫体：超现实中国”，M97 画廊，上海，中国
“第三届南京三年展：亚洲⽅位”，南京博物院，南京，中国
“中国⾦”，马约尔博物馆，巴黎，法国
“在瓦伦西亚55 天—中国当代艺术展”，瓦伦西亚现代艺术博物馆，瓦伦西亚，西班牙
“La Cina è vicina – China Next Door” 中国艺术家展览，那波利美术馆，那不勒斯，意⼤利
2007 
“新摄影⼗年”，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北京，中国
“能量：精神‧身体‧物质 － 2007 年⾸届今⽇⽂献展”，今⽇美术馆，北京，中国
“第三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连州，中国
“第⼆届莫斯科双年展特别计划：我们就是你们的未来”，WINZAVOD 当代艺术中⼼，莫斯科，俄罗
斯
“第⼆届北京独⽴电影论坛”，宋庄美术馆，北京，中国
2006 
“看起来都⼀样︖中韩⽇艺术展"，Fondazione Sandretto Re Rebaudengo，都灵，意⼤利
“我们是改变”，Isola Art Centre，⽶兰，意⼤利
“⾸届 Shadows 中国独⽴电影节”，巴黎，法国
“第20 届瑞⼠弗⾥堡国际电影节”，弗⾥堡，瑞⼠
“显微境观—中国当代艺术展”，澳门艺术博物馆，澳门
2005 
“第⼆届广州三年展”，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哥本哈根国际纪录⽚节”，哥本哈根，丹麦
“柏林亚太电影节”，柏林，德国
“玄‧现实”，Para Site 艺术空间，⾹港
“第五届亚洲电影论坛”，新加坡
“City_net Asia 2005”，⾸尔市⽴美术馆，⾸尔，韩国
“‘柏拉图’和它的七种精灵”，何⾹凝美术馆，深圳，中国
“第七届法国图尔亚洲电影节”，图尔，法国
“平遥国际摄影节”，平遥，中国
“麻将—希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展”，伯尔尼美术馆，伯尔尼，瑞⼠
2004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来⾃中国的新摄影及录像”，美国国际摄影中⼼（ICP）/亚洲协会，纽约，美国
“第5届上海双年展：影像⽣存”，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



“Impakt Festival 国际艺术节”，乌德勒⽀，荷兰
“第22 届都灵电影节”，都灵，意⼤利
2003 
“第50 届威尼斯双年展：紧急地带”，威尼斯，意⼤利
“IFVA ⾹港短⽚及录像节：Asian New Force”，⾹港
“距离：当代艺术展”，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第五系统深圳国际当代雕塑展：后规划时代的公共艺术”，何⾹凝美术馆，深圳，中国
“第⼗届活动影像双年展”，⽇内瓦，瑞⼠
“不⼀样的⼀样：国际当代艺术交流展”，多伦当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2002 
“第四届光州双年展：暂停”，光州，韩国
“⾸届广州三年展”，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平遥国际摄影节”，平遥，中国
“建设中：亚洲艺术新世代”，东京歌剧城美术馆，东京，⽇本
2001 
“非线性叙事‧当代多媒体艺术节”，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杭州，中国
“影像狂欢‧亚洲艺术节”，柏林，德国
“⾸届中国独⽴映像展”，北京电影学院，北京
2000 “中国录像艺术节”，⾹港
1999 
“亚太多媒体艺术节”，新加坡
“后感性—异形与妄想”，北京，中国
“⾸届中港录像国际艺术节：体位之外”，⾹港
“北京—伦敦：⾰命之都”，伦敦，英国
1997 “97’中国录像艺术观摩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中国

重要奖项
2012 瑞信‧今⽇艺术奖
2010 改造历史（2000-2009 年中国新艺术）学术⼤奖
2000 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

收藏
BSI 艺术藏品（瑞⼠）
DSL 藏品（法国）
广东美术馆（中国 ）
时代美术馆（中国）
瓦伦西亚现代艺术博物馆（西班牙）
胡德艺术博物馆（美国）
Kadist 艺术基⾦会（法国及美国）
⽩兔中国当代艺术收藏（澳洲）
M+（⾹港）
希克藏品（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