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 琨 

 
1996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 

2002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 学士 

2006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硕士 

现工作生活于北京，职业艺术家 
 
2006 年毕业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硕士学位，被誉为“最令人瞩目的 70 后女

性艺术家”。 作品以绘画为主 , 同时结合了音乐现场、Music Video、装置等方式。 
 
“她是当代具象绘画领域少数可以称之为建立了自己独特绘画语言的艺术家之一”， 其内含的真实

生命状态和情感力量是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宋琨透过捕捉描绘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元素重组那些

真实或超现实的瞬间，展现出个体瑰丽隐秘的私人世界对变化中的中国特有的反映和关照。 
 
在现实主义绘画的基础上，宋琨融入了冥想与心理内省的气质，并尝试将绘画语言及视觉

结合中国传统绘画笔墨及留白与空性的美学观，为中国当代绘画在全球化发展的语境里提

供了本土力量新的可能性。 
 
宋琨的作品一直蕴涵着一个重要的概念： “意识流式的叙事”及“潜意识的暂停与通感”，这

是她创作的重要特点，也是对中国东方美学的传承。她从不试图提供任何固定符号或观念，而是

为命题 “如何感受生活赋予的经验认知与丰富情感” 提出了现阶段中国独立的样本。 

 
 
代表性展览 
 
《这就是我的生活》(博尔励画廊，北京，2006)；《Songkun》(Hammer Museum，洛杉矶，加

利福尼亚，美国，2007)；《昔珈.忘川》(博尔励画廊，北京，2008)；  《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

进程》（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2010)；《寻隐者不遇》(Walter Maciel Gallery，洛杉

矶，加利福尼亚，美国，2009)；《千吻之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12)；《HALF 

THE SKY-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展》(Leonard Pearlstein 美术馆，费城，美国，2011)；《视觉意识

流》(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2014)；《我的世代:中国青年艺术家》(坦帕美术馆，佛罗里达，美

国，2014)；《China8-莱茵鲁尔中国当代艺术展》(杜塞尔多夫北威斯特法伦会展中心，德国，

2014)；《多重宇宙》(M21，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2015)；《阿修罗净界》(蜂巢当代艺

术中心，北京，2015)；《历史的温度-当代关切》(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上海中华艺术宫，太

庙艺术馆，2015);《SHE--国际女性艺术特展》(龙美术馆，上海，2016)； 《时代肖像》(太庙艺

术馆，北京，2018)等。 
 
 

主要个展 
 
2018 [宋琨：泛灵净界]，Cc 基金会，上海，中国 

2017 [阿修罗净界]，清艺术空间，东京，日本 

2015 [阿修罗净界]，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2013 [视觉意识流]，民生当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2012 [千吻之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2009 [寻隐者不遇]，Walter Maciel Gallery，洛杉矶，加利福尼亚，美国  

2008 [昔珈·忘川]，博而励画廊，北京，中国 

2007 [宋琨]，Hammer 美术馆，洛杉矶，加利福尼亚，美国 



 

 

2006 [这就是我的生活]，博而励画廊，北京，中国 
 
 
 

主要群展 
 
2018 [谷公馆十周年]，台北，台湾 

         [拼贴], C5 艺术中心 ，北京，中国 

         [时代肖像]，太庙艺术馆，北京，中国 

 
2017 [一次别离] ，杨画廊，北京，中国 

          [结伴创造艺术]，歌德学院，北京，中国 

          [奇幻采集], 水果店，北京, 中国 

          [Art Basel],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 香港  

       [Lines of a Unthought ] ,爱德蒙画廊，柏林，德国 
            
2016 [她们：国际女性艺术特展], 龙美术馆 ,上海 

          [现实中的不现实--日常生活的精神维度] , 深圳盒子空间 , 中国 

          [陌生之外], 巴黎-北京画廊，巴黎，法国  

          [诗意地栖居]，偏锋艺术空间，北京，中国 

          [Art Paris], 巴黎艺术博览会，巴黎，法国 

          [Prison Lab], 中德文化交流年艺术项目，柏林，德国 
 
2015 [旋构塔] , 北京时代美术馆 , 中国 

          [Art Basel] ,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香港 

          [幻想星际] , 单向空间 , 北京, 中国 

          [China 8--莱茵鲁尔中国当代艺术展] , 杜塞尔多夫北威斯特法伦会展中心, 德国 

          [历史的温度--当代关切] ,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上海中华艺术宫 , 中国 

          [光映单元]，香港巴赛尔博览会，香港 
 
2014 [第三世界的世界 III ] ,曼谷朱拉大学美术馆，曼谷 

           [多重宇宙]，M21 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当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京都霾 ]，星空间，北 京，中国 

           [岛]，摩登天空实验室，北京，中国 

           [亚洲不安之旅]，星空间，北京，中国 

           [人的风景] , 谷公馆 , 台北 , 台湾 

           [N12--第六回展] , 大未来林舍 , 台北 , 台湾 

           [我的世代 : 中国青年艺术家] , 坦帕美术馆, 坦帕, 美国  

           [Art Basel],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香港 

           [N12--第五回展]，北京公社，北京，中国 

 
2013 [纵横阡陌]，龙美术馆，上海，中国 

          [与纸纠缠]， 星空间，北京，中国 

          [非典]，北京空间，北京，中国 

          [亚洲不安之旅 IV]， 香港保利艺术中心,香港,中国 

          [存在不存在都是一样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Frieze New york] 弗里兹艺术博览会, 纽约,美国 

          [亚洲不安之旅]，星空间,北京,中国 



 

 

          [Art13] , 伦敦艺术博览会, 伦敦，英国 

          [Art Basel],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 瑞士 

          [人间食粮], 林大艺术中心, 北京, 中国 
 
2012  [东方有极乐世界], 西五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开放的肖像]，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解禁之后]，时态空间, 北京,中国 

           [陌生人] , HDA Kunstsalon, 柏林，德国 

           [卧春]，西五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2011 [70 后菁锐进行式], 大未来林舍画廊，台北，台湾 

          [破晓]，阿拉里奧画廊,北京，中国 

          [HALF THE SKY-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展], Leonard Pearlstein 美术馆，费城，美国 

          [完美世界]，Meulensteen 画廊，纽约，美国 

          [摆摊展]，西五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Art Basel],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香港 
 
2010 [你明白我说的]，Fabien Fryns Fine Art，洛杉矶，加利福尼亚，美国 

          [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进程]，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军械库博览会]，纽约，美国 

          [时代的镜子]，谷公馆，台北，台湾 

          [Art Basel],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香港 
 
2009 [镜花水月--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展]，布鲁塞尔电力中心展览馆，比利时 

          [痕迹]，A4 画廊，成都，中国 

          [捡尽寒枝]，谷公馆，台北，台湾  

          [NOTCH09 北欧艺术节]，三里屯 Village 广场，北京，中国 

          [你好，忧愁]，当代唐人艺术中心，曼谷，泰国 
 
2008 [找自己]，民生当代艺术空间，上海，中国 

          [Art Basel 艺术先锋单元], 巴塞尔，瑞士 
 
2007 [第二届美术文献展：观念的形态 -中国当代艺术的观念变革], 武汉 ,  中国 

 
2006 [此身-界外]，前波画廊，纽约，美国 

          [迷乱之城]，Boers-Li 画廊，北京，中国 

          [N12--第四回展]，西五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2005 [坏孩子的天空]，星空间，北京，中国 

           [N12--第三回展]，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北京，中国 

           [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未来考古学]，南京博物馆,南京,中国 
         
2004 [N12--第二回展]，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北京，中国 

          [感性的方式]，北京季节画廊，北京，中国 

          [中国制造，法国设计]，Paul Ricard 画廊，巴黎，法国 

          [北京--巴黎无分区]，Le Cube 画廊，巴黎，法国 

 
2003 [N12--第一回展]，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北京,中国 
 



 

 

2002 [水，现场之外艺术计划第一回展],环益仓库,北京,中国 
 
1999 [二厂时代]，云峰画苑,北京,中国 
 
 
 
艺术居留 
 
2008 [LIA 莱比锡国际艺术项目]，莱比锡，德国 

2014 [岛] ,“摩登天空实验室”艺术项目，普吉，泰国 

2016 [大鲸鱼],“大鲸鱼”工作室，柏林，德国 

2016 [结伴创造艺术]，德中文化交流项目 ，柏林，德国 

 
 

主要收藏 

 
M+当代博物馆，香港 

Giraud Pissarro Segalot 收藏，纽约，美国 

Francois Pinault 收藏，巴黎，法国 

乌利.希克收藏，瑞士 

龙美术馆，中国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中国 

乔空间，中国 

Cc 基金会&艺术中心，中国 

民生美术馆，中国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