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慶松	
	
生於 1966 中國黑龍江省大慶市，王慶松於 1993 年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王氏的藝術

創作透過攝影及錄像去探討消費主義、都市化及西方對後現代中國文化的影響。王氏著名以

工作室內建構規模龐大的場景並拍攝精心設置的舞台攝影。他的作品曾出展於不同國際藝術

節，包括意大利第 55 屆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和法國第 44 屆阿爾勒國際攝影節。王氏的作品

被受美國紐約的國際攝影中心、美國費城藝術博物館、美國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英國維

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奥地利維也納現代美術館、澳洲維多利亞國家藝術館、日本森美術

館、韓國大邱美術館及中國中央美術學院等機構所收藏。	
	
王氏現於中國北京居住及工作。	
	
	
個展	
2017	 “幸福被窩”，香港巴塞爾藝術展 2017	–	刺點畫廊，KABINETT，展位 3C40，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香港	
	
2016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Dirimart 畫廊，伊斯坦堡，土耳其	
	
2015	 “Wang	Qingsong”，Beetles	&	Huxley	Gallery，倫敦，英國	

“Wang	Qingsong:	Everything	is	Possible”，Gallery	of	Photography，都柏林，愛爾蘭	
	
2014	 “AD–Infinitum”，弗羅斯特藝術博物館，邁阿密，美國	

“亞洲現代寫真展，王慶松・鄭然斗”，大邱美術館，大邱，韓國	
“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夢想	–	王慶松個展”，白盒子藝術館，北京，中國	
“Follow	You	–	Wang	Qingsong”，Koege	Museum，克厄，丹麥	

	
2012	 “歷史豐碑：王慶松個展”，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台灣	
	 “畫布／寫真”，百藝畫廊，台北，台灣	
	
2011	 “光榮的生活	–	王慶松攝影	1997–2010”，盧卡攝影節，Villa	Bottini，盧卡，意大利	

“新年好”，當代唐人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當世界碰撞在一起”，國際攝影中心，紐約，美國	

	
2010	 “三影像	–	王慶松個展”，北京藝門，北京，中國	
	 “Wang	Qingsong	–	Fotografie”，Stadtmuseum，錫格堡，德國	

“Follow	Me，Centro	Andaluz	de	la	Fotografia”	(2010–2011)，阿爾梅里亞；Palacio	
		Provincial	de	la	Diputacion	de	Cadiz，加的斯；Vimcorsa	Exhibition	Hall，科爾多瓦；	
		Centro	Cultural	Caja	GRANADA，格蘭納達，西班牙	

	 	
2009	 “Hammer	Projects:	Wang	Qingsong”，Hammer	Museum，洛杉磯，美國	
	
2008	 “王慶松:	臨時病房”，波羅的當代藝術中心，蓋茨黑德，英國	
		 “小心”，PKM	畫廊，北京，中國	



		 “Phantom	China”，Kunsthalle	Nexus，石海山麓薩爾費爾登，奧地利	
“驚慌，恐懼和暴力”，Marella	Gallery 畫廊，北京，中國	
“Unparalleled	Madness”，Madhouse	Contemporary，香港	

	
2007	 “王慶松”，PKM 畫廊，首爾，韓國	

“思想者”，環碧堂畫廊，北京，中國	
“China:	Past，Present	&	Future”	(2007–2012)，MEWO	Art	Gallery	Memmingen，梅明根，	
		德國；Lokschuppen	Rosenheim，羅森海姆，德國；Kunsthalle	Nexus，石海山麓薩爾費	
		爾登，奧地利；Museum	der	Stadt，Ratingen，德國；Kunsthaus	Bentlage，Rheine，	
		德國；Stadtmuseum	Siegburg，錫格堡，德國；Galerie	EB	Zürich，蘇黎世，瑞士		
“Wang	Qingsong:	Between	Nostalgia	and	Cynicism”，Espaço	Cultural	Contemporâneo，	
		巴西利亞，巴西	
	

2006	 “Wang	Qingsong”，Albion	Gallery，倫敦，英國	
	
2005	 “Retrospective	Wang	Qingsong:	Exposition	en	Six	Lieux	a	Arras”，Hotel	de	Guines；阿拉	

		斯市政廳；France	Mediatheque	du	Palais	St	Vaast；France	Galerie	Patrick	Veret；Artois		
		University；France	Ecole	superieure	de	metier	d'Art，阿拉斯，法國	

	
2004	 “王慶松:	羅曼蒂克”，四合苑畫廊，北京，中國	

“Wang	Qingsong:	Romantique”，Salon	94，紐約，美國	
	 	
2003	 “Wang	Qingsong:	Present–day	Epics”，SBC	Gallery	of	Contemporary	Art，蒙特利爾；The	

Southern	Alberta	Art	Gallery，萊斯布里奇，加拿大	
	
2002	 “Wang	Qingsong	Photography”，Fundação	Oriente，澳門，中國	

“Golden	Future	–	Wang	Qingsong”，Galerie	Loft，巴黎，法國	
“Wang	Qingsong”，Marella	Arte	Contemporanea，米蘭，意大利	
“反諷時代”，第二屆平遙國際攝影大展，平遙，中國	

	
2000	 “生活禮讚：王慶松攝作品”，云峰畫苑，北京，中國	
	
	
部份聯展	(2006–2017)	
2016	 “HISTORICODE：蕭條與供給”，第三屆南京國際美術展，南京，中國	

“Lunar	Photo	Night”，Seoul	Lunar	Photo	Fest	2016，國立古宮博物館，	
		景福宫，首爾，韓國	
“影像絲綢之路	–	天水攝影雙年展”，天水市長控廠，天水，中國	
“China	Whispers”，伯爾尼美術館，伯恩，瑞士	

	
2015	 “再影像：光的實驗場”，湖北美術館，湖北，中國	

“做景觀天：首屆西安當代影像藝術文獻展”，西安美術館，西安，中國	
“陌生的亞洲：第二屆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北京，中國		
“顆粒到像素	–	攝影在中國”，上海攝影藝術中心，上海，中國	
“攝影的南博會	–	一帶一路人文交流大平台”，大理國際攝影節，雲南文廟，	
		大理，中國	
“連環計	–	王慶松、徐勇、繆曉春影像作品展”，西安美術館，西安，中國	
“Worlds	in	Contradiction	–	Areas	of	Globalisation”，Galerie	im	TaxiPalais，	
		因斯布魯克，奧地利	



“Unveiling	Fundamentals	in	Contemporary	Art	through	Asia”，OHD	museum，	
		馬格朗，印度	
“China	8	–	Works	in	Progress:	Photography	in	China	2015”，Folkwang	Museum，	
		埃森，德國	
“Fusion: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since	1930s”，萬林藝術博物館，	
		武漢，中國	
“Fairy	Tales，video	festival	with	public	delivery”，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台灣	
“茅塞頓開	–	中德觀念藝術比較研究展”，合美術館，武漢，中國	

	
2014	 “再造奇遇：中國當代攝影十年	2005–2014”，連州國際攝影年展，連州，中國	 	

“再現代”，第三屆武漢美術文獻展，湖北美術館，湖北，中國	
	 “中國當代攝影2009–2014”，民生現代美術館，上海，中國	
	 “第十二屆全國美展實驗藝術展區”，今日美術館，北京，中國	

“Seeing	the	Unseen:	Photography	and	Video	Art	in	China	Now”，The	Ringling	Museum		
		of	Art，薩拉索塔，美國	
“Ostrale	’14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Ostrale	Biennale	for	Contemporary	Art，	
		德勒斯登，德國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6:	About	small	happiness	in	times	of	abundance”，Art	Festival		
		Watou	2014，Watou，比利時	
“Origins，Memories	&	Parodies”，韓國大邱國際攝影雙年展，大邱文化藝術會館，	
		大邱，韓國	
“以退為進”，上海外灘美術館，上海，中國	
“濱河小區”，宋莊美術館，北京，中國	
“中國在哪裡	–	中葡當代藝術展”，北京世紀壇藝術館，北京，中國	
“ChinaArteBrasil”，G11，Oca，Ibirapuera	Park，聖保羅，巴西	
“Liquid	Times”，首爾市立北首爾美術館，首爾，韓國	

	
2013	 “Spectacle	Reconstruction	–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MODEM	Centre	fo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德布勒森，匈牙利	
“靈光與後靈光”，首屆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中華世紀壇，北京，中國	
“靜	觀	–	王慶松	王志平	蘆笛	潘鉞	攝影聯展”，廣東美術館，廣州，中國	
“Mom，Am	I	Barbarian?”，伊斯坦堡雙年展，伊斯坦堡，土耳其	
“變位”，第 55 屆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威尼斯，意大利	

	
2012	 “The	Best	of	Times，The	Worst	of	Times:	Rebirth	and	Apocalypse	in		

		Contemporary	Art”，第一屆基輔國際當代藝術雙年展，Mystetskyi	Arsenale 博物館，	
		基輔，烏克蘭	
“Beyond	the	Wall”，韓國全州攝影節，全州，韓國	
“CAPITAL	–	Merchants	in	Venice	and	Amsterdam”，瑞士國立博物館，蘇黎世，瑞士	
“Go	Figur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rtraiture”，國家肖像美術館，坎培拉；	
		Sherman	Contemporary	Art	Foundation，悉尼，澳洲	
“The	History	of	Monuments”，第三屆新加坡國際攝影節，新加坡管理大學，新加坡	
		第二屆中國西部國際藝術雙年展，銀川文化藝術中心，寧夏，中國	
“Perspectives	180	–	Unfinished	Country:	New	Video	from	China”，侯斯頓當代藝術	
		博物館，侯斯頓，美國	

	
2011	 “向著社會的風景”，連州國際攝影年展，連州，中國	

“看見東方”，盧卡攝影節，盧卡，意大利	



“Surreal	versus	Surrealism”，華倫西亞現代藝術學院，華倫西亞，西班牙	
“歷史豐碑”，阿爾勒國際攝影節，阿爾勒，法國	
“LIVING:	Frontiers	of	Architecture	III-IV”，路易斯安納現代美術館，哥本哈根，丹麥	

	 “Monanism”，古今藝術博物館，荷伯特，澳洲	
	
2010	 “新中國攝影展”，蓋蒂中心，洛杉磯，美國	

“21st	Century:	Art	in	the	First	Decade”，昆士蘭藝術博物館與現代藝術博物館，	
		布里斯本，澳洲	
“十年曝光	–	中央美術學院與中國當代影像”，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北京，中國	
“Zeitgenössische	chinesische	Fotografie”，Oldenburger	Kunstverein，歐登堡，德國	
“王慶松”，Hereford	Photography	Festival，Trove	Newhall	Square，伯明翰，英國	
“書寫”，南京雙年展，南京，中國	
“歷史課”，北京藝門畫廊，北京，中國	
“偉大的表演”，佩斯北京，北京，中國	
“中國西部國際藝術雙年展，銀川文化藝術中心，寧夏，中國	
“tru(E)motion”，韓國大邱國際攝影雙年展，大邱文化藝術會館，大邱，韓國	
“Intimacy!	Bathing	in	Art”，Kunstmuseum	Ahlen，艾倫，德國	
“Never	Equal	Distance	To	The	Moon”，Stiftelsen	3，14，卑爾根，挪威	
“Never	Equal	Distance	to	the	Moon:	Power,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林冠藝術基	
		金會，哥本哈根，丹麥	
“距離之美：動盪時期的生存讚歌”，第十七屆悉尼雙年展，藝術空間；新南威爾士藝	
		術博物館，悉尼，澳洲	

	
2009	 “顯・演”，意中藝術工作室，北京，中國	

“碰撞	–	關於中國當代藝術試驗的案例”，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北京，中國	
“The	Dark	Science	of	Five	Continents”，Gallery	BMB，孟買，印度	
“Água	Grande:	the	altered	maps”，5th	Bienal	Vento	Sul，庫里奇巴，巴西	
“王慶松	–	羅曼蒂克”，GETXOPHOTO	國際攝影節，格喬，西班牙	
“派樂地”，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台灣	
“Christian	Dior:	60	Years	of	Photography”，莫斯科當代美術館，莫斯科，俄羅斯	
“看真 D・COM”，第三屆廣州國際攝影雙年展，廣東美術館，中國	
“全球化時代的整合和抵制”，第十屆夏灣拿雙年展，夏灣拿，古巴	
“The	China	Project”，昆士蘭藝術博物館與現代藝術博物館，布里斯本，澳洲	
“Action	–	Camera:	Beijing	Performance	Photography”，Morris	and	Helen	Belkin 美術館，	
		溫哥華，加拿大	

	
2008	 “Variable	Capital”，Bluecoat，利物浦，英國	

“China:	Construção	–	Desconstrução”，聖保羅藝術博物館，聖保羅，巴西	
“迪奧與中國藝術家”，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21:	Selections	of	Contemporary	Art	at	the	Brooklyn	Museum”，布魯克林博物館，	
		紐約，美國	
“Consumerism	–	Special	Exhibition	of	Busan	Biennale”，釜山，韓國	
“快城快客”，第七屆上海雙年展，上海美術館，上海，中國 

“共震	–	阿迪達斯運動視界藝術展北京站”，今日美術館，北京，中國	
“China	Gold: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Museum	Maillol，巴黎，法國	
“55	Days	in	Valencia:	Chinese	Art	Meeting”，Institut	Valencià	d’Art	Modern，	
		華倫西亞，西班牙	
“肢體語言：中國當代攝影展”，維多利亞國立美術館，墨爾本，澳洲 



“21st	Century	China.	Art	between	Identity	and	Transformation”，展覽宮，羅馬，意大利	
	
2007	 “異	之	鏡	–	當代藝術六人展”，東京畫廊，北京，中國	

“Beyond	Icons: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n	Miami”，Miami	Design	District，	
		邁阿密，美國	
“Timeline:	Human	Speed	&	Technology	Speed”，駐華韓國文化院，北京，中國	
“Thermocline	of	Art.	New	Asian	Waves”，ZKM	|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卡爾斯魯厄，德國	
“Timer	–	Intimità/Intimacy”，米蘭三年展中心，米蘭，意大利	
“The	invention	of	the	present”，亞洲之家，亞洲之家中心，馬德里，西班牙	
“注意！中國！來自中國的當代攝影”，ARTIUM 當代藝術博物館，維多利亞，西班牙；		
		維雷伊納宮（總督夫人府），巴塞隆拿，西班牙	

	
2006	 “Why	Pictures	Now”，奧地利路德維希現代美術館，維也納，奧地利	

“Intersections:	Shifting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Art”，科勒藝術中心，希博伊根，美國	
“ecotopia”，第二屆攝影與錄像藝術三年展，國際攝影中心，紐約，美國	
“新聞”，北京公社，北京，中國	
“城市、建築與社會”，第十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威尼斯，意大利	
“生活禮讚”，阿爾勒國際攝影節，阿爾勒，法國	
“Acting	the	Part:	Photography	as	Theatre”，加拿大國家美術博物館，渥太華；溫哥華美	
		術館，溫哥華，加拿大	
“Bucharest	Biennale	2”，Bucharest	International	Biennial	for	Contemporary	Art，	
		National	Center	of	Dance，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	
“Photobiennale	2006”，The	Sixth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Month	in	Moscow，莫斯科攝	
		影博物館，ART	Strelka，莫斯科，俄羅斯	

	
	
獎項	
2006	 阿爾勒國際攝影節–	Dialogue	of	the	humanity	award	
	
	
收藏	
水戸藝術館	（日本）	
Artium 當代藝術博物館（西班牙）	
亞洲協會（美國）	
Aspen	Art	Museum（美國）	
Billstone	Foundation	（西班牙）	
巴爾的摩美術館（美國）	
布魯克林博物館（美國）	
中央美術學院（中國）	
希斯內洛斯・豐塔納爾斯藝術基金會（美國）	
大邱美術館（韓國）	
丹佛藝術博物館（美國）	
廣東美術館（中國）	
Hammer	Museum（美國）	
湖北美術館（中國）	
Institut	Valencià	d'Art	Modern（西班牙）	
蓋蒂中心（美國）	



JGS	Foundation（美國）	
歐洲攝影之家（法國）	
森美術館（日本）	
Museum	moderner	Kunst	Wien	(MUMOK)	（奧地利）	
National	Art	Museum	of	Brazil（巴西）	
維多利亞國立美術館（澳洲）	
新奥爾良美術館（美國）	
Oriente	Foundacion（葡萄牙）	
費城藝術博物館（美國）	
昆士蘭藝術博物館與現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聖地牙哥美術館（美國）		
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美國）	
Smart	Museum	of	Art，芝加哥大學（美國）	
泰康集團（中國）	
國際攝影中心（美國）		
莫斯科攝影博物館（俄羅斯）	
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英國）	
白兔中國當代藝術收藏（澳洲）	
Williams	College	Museum	of	Art（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