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远苇

1999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获学士学位

2004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获硕士学位

现生活工作在北京

个展

2019 一物，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中国

2017 勘玉钏，Palazzo Pisani-Conservatorio de Musica,威尼斯，意大利

2015 椭圆，西安 OCAT, 西安，中国

2014 弓象之间，佩斯伦敦, 伦敦

2013 石榴，北京公社，北京，中国

2010 51 平方: 15＃梁远苇，泰康空间, 北京, 中国

2010 金色笔记, 北京公社, 北京, 中国

2008 梁远苇个展: 115 楼 1904 室 , 博而励画廊, 北京, 中国

群展

2021

Die �berlegenheit des Unsichtbaren - Abstrakte Malerei aus China, Galerie

Frank Schlag & Cie., 埃森，德国

2019

Glow Like That，K11 艺术基金会，香港，中国

2018

界面效应，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绘画地图，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中国

2017

Fantasy Creator, K11 艺术空间，上海，中国

2016

中国私语-乌里·希克收藏展，伯尔尼美术馆，伯尔尼，瑞士

今天重做，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2015

我这一代:年轻中国艺术家，橘郡美术馆，加州橘郡，美国

Miss Dior，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秩序的边界，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2014

我这一代:年轻中国艺术家, 坦帕艺术博物馆, 圣彼得斯堡美术馆, 佛罗里达

Focus Beijing - the De Heus-Zomer Collection, 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 鹿特丹，荷兰

N12 第五回展，北京公社，北京，中国

N12 第六回展, 大未来林舍画廊，台北，中国

2013

Miss Dior - Esprit Dior，迪奥，巴黎大皇宫，巴黎, 法国

ON | OFF ：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观念与实践，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2012

首届 CAFAM 未来展：亚现象·中国青年艺术生态报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北

京, 中国

开放的肖像, 民生现代美术馆, 上海, 中国

2011

北京之声: 现实主义之后, 佩斯画廊, 北京, 中国

展览, 泰康空间，北京，中国

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 Hot Spots 单元, 上海, 中国

甜蜜的梦（由此构成）, Leo Project, 上海, 中国

水中捞月: 崛起的中国艺术, James Cohan 画廊, 纽约, 美国

第 54 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威尼斯, 意大利

51 平方: 16 位年轻艺术家, 泰康空间, 北京, 中国

绘画课, 杨画廊, 北京, 中国

视觉的结构, A4 艺术中心, 成都, 中国

2010

北京之声: 在一起或孤芳自赏, 佩斯北京, 北京, 中国

ALEX: Alexander McQueen 及其他, James Cohan 画廊, 上海, 中国

超级自然：中国艺术和设计中的秘密生活，米兰国际设计周，意大利

2009

圣诞工坊, James Cohan 画廊, 上海, 中国

微物之神, Casa Masaccio 当代艺术中心, 意大利

常态, 武汉美术文献艺术中心, 武汉, 中国



热身, 上海民生银行美术馆, 上海, 中国

就在拐角, 箭厂空间, 北京, 中国

空间的多米诺计划, 陈绫蕙艺术空间, 北京, 中国

新趋势: 十五位中国当代艺术家, 美国太平洋传统博物馆, 旧金山, 美国

2008

独白: 艺术的重建, 水木当代画廊, 北京, 中国

麻将—乌利希克中国当代艺术收藏, 伯克利美术馆, 美国

乡愁: 记忆与虚构的现实, 梯空间画廊, 北京, 中国

潜活: 公寓日志, 北京大未来画廊, 北京, 中国

自讨苦吃: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神经质, 格拉斯哥艺术学院麦金托什美术馆, 苏

格兰

红色边缘—乌利希克收藏展, 米罗博物馆, 巴塞罗纳, 西班牙

2007

抽样摄影展, 潜空间画廊, 北京, 中国

注意! - 中国当代摄影展, Artium 当代艺术博物馆, 西班牙

玩画廊, 东京艺术工程, 北京, 中国

2006

出位: 非商业, 设计艺术展, 何香凝美术馆 OCT 当代艺术中心, 深圳, 中国

N12 第四回展, 西五画廊, 北京, 中国

限制与自由美术展, 武汉美术文献艺术中心, 武汉, 中国

梁远苇与杨静, 马德里 Espacio Mínimo Gallery, 西班牙

亚洲当代美术邀请展, 宝星白民美术馆, 光州, 韩国

蜀中七大将, 奥美零空间画廊, 北京, 中国

2005

坏孩子的天空, 星空间画廊, 北京, 中国

N12 第三回展,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北京, 中国

2004

N12 第二回展,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北京, 中国

2003

N12 第一回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中国

未来再生，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意大利



2000

艺术计划 2000, 环宜水资源仓库, 北京, 中国

接触, 中央美术学院雕创室, 北京, 中国

二厂时代, 云峰画苑, 北京, 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