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家簡歷 

 

張洹 / Zhang Huan 1965- 

 

  1965 年出生於河南農村，以挑戰身體極限與精神毅力等行為藝術在國際藝

壇受到矚目。張洹試圖在作品中注入個人思想及文化觀點，作品包含存在與環

境、情感與意志、肉體與精神、文化與溝通等議題。 

  張洹：「我喜歡殘破、廢棄的東西，一個是因為熟悉，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

含有歷史的感覺。用這種凝固的香灰來畫歷史人物，會讓人重新思考歷史。香灰

寄託了人們祈禱的美好願望，也是信眾的精神寄託。」 

  張洹 2005 年開始以香灰作為創作媒介，此後發展出「香灰畫」系列，試圖

在黑白、沉寂的灰燼下迸發出存在和環境的碰撞。 

 

經歷 

 

2008    開始使用牛皮創作，著名作品《牛皮臉佛》 

2007    開始使用香灰材料創作一系列作品，包括《文化部長及國防部長》、 

    《香灰佛》等 

2005    於上海成立張洹工作室 

1999    開始執行《我的…》系列作品計劃，與特定城市的特定文化進行自我 

    理解和闡釋 

1998    移居紐約 

1994  展開一系列行為藝術，作品包括《十二帄方米》、《為無名山增高一米》 

    、《為魚塘增高水位》 

1993    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碩士進修 

1988    開封河南大學本科 

1965  生於河南安陽 

 

 

 

 

 

 

 

 

 

 

 



 

個展 

 

2010  “阿彌陀佛”  台北當代藝術館 / 台北 

“張洹：創世紀”  上海美術館 / 上海 

2009    “導演及舞臺設計：塞魅麗”  馬內皇家歌劇院 / 比利時布魯塞爾 

        “不來也不去” Pace 畫廊 / 紐約 

        “張洹，猪剛强”  White Cube / 倫敦 

    “張洹：記憶之門“  Haunch of Venison / 蘇黎世 瑞士 

“張洹，重生”  ProjectB 當代藝術畫廊 / 米蘭 

2008    “張洹：祝福”  Pace 畫廊 / 紐約  

    “張洹：改變的狀態”  溫哥華美術館 / 溫哥華 

    “張洹，繪畫和雕塑”  Diehl + Gallery One / 莫斯科 

    “張洹，來自 Caspar H. Schubbe 的作品收藏展”  DSV 集團  

     / 斯圖加特 德國 

2007    “張洹：改變的狀態”  亞洲協會 / 紐約 

“張洹：香灰”  Haunch of Venison / 倫敦 

“張洹：柏林佛”  Haunch of Venison / 柏林 

“張洹”  PhotoEspana 2007 / 馬德里 

“張洹—素描”  Volker Diehl 畫廊 / 柏林 

2006    “張洹”  Volker Diehl 畫廊 / 柏林 

“張洹”  Sherman 畫廊 / 悉尼 澳洲 

2005    “張洹：漢堡種子”  波士頓美術館 / 波士頓 

2004    “張洹：漢堡種子”  Norton 美術館 / 佛羅里達 

“張洹”  La Fabrica 畫廊 / 馬德里 

“張洹”  Tri Postal 裏爾 2004 歐洲文化之都項目 / 裏爾 法國 

2003    “張洹”  波鴻美術館 / 波鴻 德國 

“張洹”  Volker Diehl 畫廊 / 柏林 

“張洹”  尼古拉奇哥本哈根當代藝術中心 / 哥本哈根 

2002    “張洹”  漢堡藝術家協會美術館 / 漢堡 

2001    “張洹”  奧古斯丁畫廊 / 紐約 

“張洹”  The Power Plant 當代藝術館 / 多倫多 

“張洹”  朝聖美術館 / 聖地亞哥 西班牙 

“張洹：家譜”  Albert Benamou 畫廊 / 巴黎 

2000    “我的美國”  Deitch Projects / 紐約 

“張洹縱覽”  Adam 畫廊 / 威靈頓 紐西蘭 

“張洹”  Cotthem 畫廊 / 巴塞隆納 西班牙 

1999    “張洹，從 1994-1998 年的作品”  Max Protetch 畫廊 / 紐約 

“張洹：錄像表演展”  藝術空間 / 悉尼 澳洲 



 

“張洹：表演”  藝術空間 / 新西蘭奧克蘭 

1988    “張洹”  河南大學 / 開封 

 

聯展 

 

2011  “超越界限” 百藝畫廊 / 台北 

2009    “Buhl 收藏展：與手對話”  Daelim 當代美術館 / 首爾 

“行動—相機：北京行爲藝術攝影展”   

Morris and Helen Belkin 美術館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 溫哥華 加拿大 

“鋼鐵生活”  La Triennale di Milano / 米蘭 

“意派—世紀思維”  今日美術館 / 北京 

“1993-2005 社會評論”  卡瑪爾美術館 / 卡瑪爾 瑞典 

 “企求和偷竊”  來自魯貝爾家族的收藏 / 邁阿密 

“100 年，歷史的草圖”  PS1 美術館 / 紐約 

2008    “身體語言：中國照片”  維多利亞美術館 / 墨爾本 

“半生一夢：Kent and Vicki Logan 的中國當代藝術收藏”   

舊金山現代美術館 / 舊金山 

“人群中的人”  紐伯格美術館 / 紐約 

“中國前衛，二十年的中國當代藝術”  國家藝術中心 / 東京 

“中國金，中國當代藝術展”  馬約爾博物館 / 巴黎 

“2008 Pilane 雕塑展”  特約恩 / 瑞典 

“地位與廢黜：Franko B/張洹”  Galleria Pack / 米蘭 

“遭遇”  Pace 畫廊 / 北京 

“迪奧與中國藝術家”  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 / 北京 

“愉悅的肉類藝術”  Daneyal Mahmood 畫廊 / 紐約 

“愉悅的肉類藝術”  Pierre Menard 畫廊 / 劍橋 

2007    “揭露：特定的時刻攝影展，由 MCA 收藏”  當代美術館 / 芝加哥 

“注意！中國，中國當代攝影展”   

Artium of Alava 當代藝術中心美術館 / 西班牙 

“中國製造”  路易斯安娜當代美術館 / 哥本哈根 

“水”  以色列美術館 / 耶路撒冷 

“計時 01，隱私”  Bovisa 2007 三年展 / 米蘭 

“無聲：我感知我在”  Sherman 畫廊 / 悉尼 澳洲 

“紅與熱：今天的亞洲藝術展來自錢尼家族的收藏”   

休士頓美術館 / 休士頓 

“安靜的姿態，近期的中國藝術家”  紐瓦克博物館 / 紐瓦克 美國 

“當代的燃燒：美國的中國藝術家展”   

美國藝術新不列顛博物館 / 新不列顛 



 

“灰色的水”  現代藝術協會 / 布里斯本 澳洲 

“攝影展，2003-2007 的新收藏”  龐畢度中心 / 巴黎 

“多樣性，藝術的方向，從 1970 年到現在”  現代美術館 / 紐約 

2006    “家庭聚焦”  Cranbrook 美術館 / 密西根 美國 

    “爭吵”  海法美術館 / 海法 以色列 

    “敬禮”  哈德遜穀當代藝術中心 / 紐約 

    “發熱的變奏”  第 6 届光州雙年展 / 光州 

    “雷達—來自 Logan 的收藏”  丹佛美術館 / 丹佛 美國 

    “當代藝術中的繪畫進程”  芝加哥大學斯馬特美術館 / 芝加哥 美國 

2005    “美術館收藏，從 1960 年到今天”  龐畢度中心 / 巴黎 

    “麻將，當代中國藝術展，來自希格的收藏”   

      伯爾尼藝術博物館 / 伯爾尼 瑞士 

    “皮膚與高潮之間—煉金術的身體”   

Lophem 藝術展廳 當代藝術中心 / Lophem 比利時 

    “美國紀念碑”  CCA Wattis 當代藝術協會 / 舊金山 

    “文字的我：身體語言的探索”  Sherman 畫廊 / 悉尼 澳洲 

    “人群中的人”  當代藝術館 / 馬里蘭 美國 

    “未來的面目”  自然科學國家博物館 / 台灣 

    “墻，當代中國藝術的重整”  中華世紀壇藝術館 / 北京 

    “道利—格雷的肖像”  墨西哥美術館 / 墨西哥 

    “熔化：亞洲文化的面貌，來自 MUSAC 的收藏”   

當代美術館 / 里昂 西班牙 

2004    “目擊者”  當代美術館 / 悉尼 澳洲 

“重生，中國和美國的中國當代藝術”   

巴克耐爾大學 Samek 藝術館  /賓夕法尼亞 美國 

“變臉”  普福爾茨海姆工藝美術協會 / 普福爾茨海姆 德國 

“與通俗的對話”  坦克藝術空間 / 紐約 

“藝術計劃，偶像的房子”  法蘭克福 斯魯巴斯 / 德國 波蘭 

“驚奇和永恒”  南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當代美術館 / 佛羅里達 美國 

“超新星，90 年代的藝術 Logan 收藏展”  舊金山現代美術館 / 舊金山 

    “過去和未來之間，來自中國的新攝影和錄像”   

紐約國際攝影中心 芝加哥當代美術館 / 紐約 芝加哥 

    “我，自我與本人”  佛羅里達大西洋大學 大學美術館  

     / 佛羅里達 美國 

    “皇后區國際展”  皇后區美術館 / 紐約 

    “相機/行動：行爲與攝影”   

      芝加哥哥倫比亞大學當代攝影美術館 / 芝加哥 

    “構造的身份”  衛奇塔州立大學尤里西美術館 / 衛奇塔 美國 



 

    “人類 / 社會，藝術家的網絡”  紐約 / 美國 

2003    “比這更美好的地方”  當代藝術中心 / 辛辛那提 美國 

    “20 波弗特當代藝術海濱 3 年展”   

     PMMK 現代藝術館 / 奧斯坦德 比利時 

    “藝術計劃”  多元藝術空間 / 休士頓 

    “暫時的心情”  巴巴拉戴維斯畫廊 / 休士頓 

    “儀式”  藝術學院 / 柏林 

    “家庭的紐帶”  Peabody Essex 博物館 / 馬塞諸塞州 美國 

    “身體的政治”  艾格威瑪畫廊 / 紐約 

    “靜止的風”  Cotthem 畫廊 / 布魯塞爾 比利時 

    “宴會，新陳代謝和交流”  ZKM 藝術和多媒體中心 / 卡爾斯魯厄 德國 

    “Photo Espana 2003，國際攝影展”  馬德里 / 西班牙 

    “欲望的幻影：藝術中受虐的視覺”  新美術館 / 格拉茨 奧地利 

    “我和更多”  盧塞恩美術館 / 盧塞恩 瑞士 

    “來集會”  巴斯奎當代美術館 / 維多利亞 西班牙 

    “表面的”  特倫多和羅韋雷托當代現代美術館 / 羅韋雷托 義大利 

    “表演和近似表演”  索非亞王妃國家美術館 / 馬德里 

    “BQE”  白色盒子 / 紐約 

    “血緣與連接”  當代美術館 / 丹佛 美國 

    “正面全裸：來自 Logan 收藏的當代亞洲藝術家”   

     丹佛美術館 / 丹佛 美國 

    “蜘蛛和蒼蠅”  新當代空間 / 悉尼 澳洲 

    “新區域”  Zacheta 國家美術館 / 華沙 波蘭 

2002    “惠特尼雙年展”  惠特尼美術館 / 紐約 

    “皮膚的對話”  文化博物館 / 魁北克 

    “附件+”  Lophem 藝術展廳 當代藝術中心 / 比利時 

    “中國當代藝術展—紅色大陸”  光州美術館 / 光州 

    “SAM 收藏展，當代藝術項目”  西雅圖美術館 / 西雅圖 

    “禮物，慷慨的贈予，威脅的招待”   布朗克斯美術館 / 紐約 

    “主觀：他們自己的照片”  亞利桑那大學美術館 / 亞利桑那 美國 

2001    “橫濱 2001 年：當代藝術 3 年展”  橫濱 / 日本 

    “闡釋的行爲”  柏林世界文化宮 紐約皇后美術館 / 柏林 紐約 

    “禮物”  當代藝術中心 / 錫耶納 義大利 

    “主題複數：當代藝術中的人群”  當代美術館 / 德克薩斯州 美國 

    “變形與克隆”  蒙特利爾當代美術館 / 蒙特利爾 加拿大 

2000    “情感的救贖：當代藝術製作收藏展”  當代藝術中心 / 華盛頓 西雅圖 

    “關係，2000 年藝術博覽會，主題公園，基本需要”  漢諾威 / 德國 

    “共享異國情調，里昂第 5 届雙年展”  里昂 / 法國 



 

1999    “五大洲與一個城市：第 2 届國際繪畫藝術展”   

   墨西哥博物館 / 墨西哥  

    “藝術世界的對話”  路德維格博物館 / 科隆 德國 

    “第 48 届威尼斯雙年展”  威尼斯 / 義大利 

    “演變：20 世紀末的中國藝術”  斯馬特美術館 / 芝加哥 

1998    “從裏到外：新中國藝術”   

亞洲協會 紐約 PS1 美術館 舊金山現代藝術館 / 美國  

    “面對面”  安迪沃荷美術館 / 匹茨堡 

1997    “中國當代藝術展 1997”  帄多利美術館 / 東京 

1996    “中國藝術節”  慕尼黑 / 德國 

    “中國的前衛藝術材料”  福岡 / 日本 

1995    “配置 2”  埃爾福特 / 德國 

1993    “畢業展”  中央美院 /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