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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涛  (b.1970, 合川 , 重庆 , 中国) 
 

1970 年          出生于中国重庆合川 

1996 年          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 

1996-2009 年 任教于西南交通大学 

2010 年          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系、 

现工作生活于中国北京、重庆 

  

个展  

2014 

三千世界，以色列亚洲当代美术馆，以色列 

心即宇宙，艺门画廊，北京，中国  

梅花谱，白盒子艺术馆，北京 ，中国  

空影,苏州金鸡湖美术馆，苏州，中国 

转场，成都当代美术馆，成都，中国  

灵修的编码，关渡美术馆，台北，中国  

萨迦，白盒子艺术馆，北京，中国  



 

2010 

流行病毒学，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2008 

微观叙事，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2007 

重生，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中国 

无止境的欲望， 马德里 Dolores de Sierra 画廊， 西班牙 

  

2006 

美丽的混杂，何香凝美术馆， 深圳，中国 

  

2005 

幻景， 卑尔更 3﹒14 国际艺术基金会， 挪威 

 梦工厂·垃圾场， 东京画廊， 东京、日本 

幻景， M.S.Ciurlionis 国立艺术博物馆，维尔纽斯，立陶宛 

  

2004 

梦工厂·垃圾场， 北京东京艺术工程，北京，中国 

  

2003 

唯物主义的糜烂， 阿基阿妮基画廊， 巴黎，法国 

  

2002 

欲望， Kunst Akademie Muenster， 德国 



 

 

2001 

梦里的花儿， 东京画廊， 东京、日本 

 

2000 

虚构的影像， 亚太桥画廊，奥克兰， 美国 

  

  

群展  

  

2015 

未来机器人-上海双年展城市馆，民生美术馆，上海，中国 

矛塞顿开-中德新媒体艺术展，合美术馆，武汉，中国 

转向亚洲-第六届莫斯科当代艺术双年展，莫斯科，俄罗斯 

当代进行时-2015 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明园美术馆，上海，中国 

是&非-首届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长江汇当代美术馆，重庆，中国 

亚洲媒体艺术节，首尔大学美术馆，首尔，韩国 

朝日而舞-八大美院中青年艺术家作品联展，金石湾美术馆，山东，中国 

流变与共在--中国新写实绘画展，达巴索古堡，弗洛伦萨，意大利 

动态之再-B3 影像双年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中国 

教育的力量-喜马拉雅美术馆，上海，中国 

我们在一起-2015 成都公共艺术季，成都市中央广场，成都，中国 

绘画：20x20，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北京，中国 

第三方：前夜的感知，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新朝代——中国创造，奥胡斯美术馆，奥胡斯，丹麦 

想象—共同体，日多萨藏艺术空间，西藏，中国 



 

 

2014 

液态文明-中韩新媒体艺术展，首尔市立美术馆，首尔，韩国 

看见与看不见-来自中国今天影像和摄影，弗罗里达州立瑞林博物馆，弗罗里达，

美国 

中国艺术在巴西-2000 年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圣保罗 OCA ,圣保罗，巴西， 

造型学会国际展览暨论坛，首尔大学美术馆，首尔，韩国 

多重景观-图像世界的多重逻辑油画作品展，石家庄美术馆，石家庄，中国 

回声-多维传统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呈现研究展，合美术馆，武汉，中国 

回声-多维传统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呈现研究展，汉堡美术馆，汉堡，德国 

生存实验，德滋画廊，北京，中国 

态-当代艺术邀请展，北京，中国 

南京国际美术特别邀请展，江苏省美术馆，南京，中国 

55 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温州美术馆，温州，中国 

I-start 麓镇儿童艺术节，A4 当代艺术中心，成都，中国 

第 12 届全国美展实验艺术展区，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新媒体年代学，新媒体艺术中心，重庆，中国 

内陆构造：中国实验电影和录像艺术活动，牛房仓库，澳门，中国 

AA 制的乌托邦，中法艺术公园，顺德，中国 

遗失的肖像 ，龙美术馆，上海，中国 

转译的脑震荡－2000 年以来中国新媒体艺术的方法与实验，成都当代美术馆，

成都，中国 

社会风景－当代艺术中的风景叙事，成都锦江公园艺术中心，成都，中国  

光芒，优上空间，上海 ，中国 

 

  



 

 

2013 

55 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军械库，威尼斯、意大利 

溪山清远，圣·莫妮卡艺术中心，巴塞罗那，西班牙 

曲径通幽，OCT 当代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深港建筑双年展，深圳蛇口码头展场、深圳，中国 

从绘画到动画，四川美院新媒体艺术中心，重庆，中国 

动画是一层皮，国际单位艺术中心，广州，中国 

何香凝美术馆当代艺术典藏展，何香凝美术馆、深圳、中国 

吾土吾民，重庆美术馆，重庆、中国 

中国当代数字艺术展，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EX!T4 第四届台湾国际实验媒体艺术展，台北牯岭街小剧场，台北、中国 

碎片的在场，蓝顶美术馆，成都，中国 

回响—重庆美术 60 年，重庆市美术馆，重庆，中国 

镜-境：影像艺术展，佩雷拉美术馆，科伦坡，斯里兰卡 

关系的根源–中韩新媒体艺术展，宋庄美术馆，北京 

纵横阡陌–中国当代青年艺术家作品馆藏展，龙美术馆，上海，中国 

自我生成-来自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实验与实践，苏州美术馆，苏州，中国 

  

2012 

亚太当代艺术三年展，昆士兰美术馆，昆士兰、澳大利亚 

荷兰国际动画电影节，荷兰动画电影节基金会，阿姆斯特丹、荷兰 

以色列国际动画节、特拉维夫市影城，特拉维夫、以色列 

首尔 Animpact 国际动画节，首尔动画艺术中心，首尔，韩国 

日本东京国际动画节，东京国际展览中心，东京、日本 

第三自然：中国再造——第四届广东三年展项目展，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社会风景— 首届苏州·金鸡湖双年展，苏州巴塞当代美术馆，苏州、中国 

漫游世界——张小涛、皮埃尔联展，成都当代美术馆，成都、中国 

生物 生态——中荷当代艺术展，宋庄美术馆、北京、中国 

人与物：记忆的穿越”金鸡湖美术馆，苏州、中国 

创意的喜悦——70 后艺术家研究展，武汉美术馆，武汉、中国 

聚慧——中国法门寺当代佛教展，西安美术馆，西安、中国 

以身观身—2012 中国行为艺术文献展，澳门艺术博物馆，澳门，中国 

第六届亚洲青年动画大赛，贵阳金阳会展中心，贵阳，中国 

依于仁，游于艺——21 位中国艺术家非代表作品展，白盒子艺术馆、北京、中国 

马尼拉国际动画节，马尼拉、菲律宾 

NOW! KOREA! CHINA! 2012 !—中韩当代美术展，天画廊，北京、中国 

消失的生长，喜玛拉雅艺术空间、重庆、中国 

第九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南视觉美术馆，南京，中国 

问道 ——马一平艺术教育 50 年师生同仁作品展，文轩美术馆，成都、中国 

Micro Salon 2012，东京画廊，东京、日本 

创意的喜悦——70 后艺术家研究展，青岛美术馆，青岛、中国 

观念维新——中国当代摄影展，寺上美术馆，北京、中国 

首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 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深圳、中国 

  

2011 

中国式书写，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无法缺席，文轩美术馆，成都，中国 

溪山清远-成都双年展， 成都当代美术馆，成都，中国 

千年风韵—世界版印艺术展—、海印寺，首尔、韩国 

山水-无言的诗歌，卢塞恩美术馆，卢赛恩、瑞士 

新时代：中澳新媒体艺术展，昆士兰科技大学美术馆，澳大利亚 



 

游戏，白盒子艺术馆，北京，中国 

关系性-中国建筑新艺术，罗马 21 世纪当代美术馆，罗马，意大利 

新时代：中澳新媒体艺术展，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中心，重庆，中国 

神秘的自我，威尼托影像艺术档案馆，维诺纳，意大利 

第五届亚洲青年动画大赛，贵阳金阳会展中心，贵阳，中国 

首尔 Animpact 国际动画节，首尔动画艺术中心，首尔，韩国 

加尔各达新媒体娱乐论坛，加尔各达会展中心，加尔各达，印度 

新媒体与电影的跨学科交往，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中心，重庆，中国 

Flowers of Chaos-中国动画项目，in colaboration with ArtVerona Fair 米兰、意

大利 

15 日绘画合作项目，白盒子艺术馆，北京，中国 

光谱-中国独立动画项目，A4 艺术中心，成都，中国 

  

2010 

材料与编码：影像和新媒体之间的跨学科交往，芝加哥大学，美国 

北京时间，圣地亚哥美术馆，圣地亚哥，西班牙 

改造历史：2000-2009 的中国新艺术，国家会议中心，北京，中国 

重瞳-拥有过去的未来，两岸艺术交流计划，大未来耿画廊，台北，中国 

中国性—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苏州本色博物馆，苏州，中国 

心造-中国当代建筑前沿展，维特拉设计博物馆，魏玛，德国 

竞技场：北京后繁荣”-Hazelhurst 艺术中心，Hazelhurst，澳大利亚 

Flower of Chaos，威尼托影像艺术档案馆，维诺纳、意大利 

大爆炸，白兔美术馆，悉尼，澳大利亚 

艺术是什么？北京时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数码亚洲，西安美术学院，西安，中国 

溪山清远：中国新绘画”，Louise Blouin 基金会，伦敦，英国 



 

南京双年展，江苏省美术馆新馆，南京，中国 

第二届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北京电影学院，北京，中国 

第四届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重庆大学，重庆，中国 

  

2009 

北京时间，亚洲之家艺术中心，马德里，西班牙 

心造-中国当代建筑前沿展，布鲁塞尔国际建筑与都市中心(CIVA)，比利时 

第六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南视觉美术馆，南京，中国 

墨非墨—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德雷塞尔大学美术馆，费城，美国 

四川画派，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东京，日本 

我们的能力-国际新媒体艺术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中国 

首届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重庆国际会展中心，重庆，中国 

德中同行，武汉美术馆，武汉，中国 

改造公共空间，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与重庆市规划局，重庆，中国 

超越全球化，别处空间，北京，中国 

墨非墨—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华沙王宫博物馆，华沙，波兰 

第三届亚洲青年动漫大赛，贵州省国际会议中心，贵阳，中国 

白兔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展，白兔美术馆，悉尼，澳大利亚 

第四届独立电影邀请展，栗宪庭电影基金，北京，中国 

第十三届微波国际新媒体艺术节，香港文物探知馆，香港，中国 

关于爱? 关于战争 ?  Stux 画廊，纽约 ，美国 

中国当代艺术的复兴，Palazzo Reale 美术馆，米兰，意大利 

  

2008 

在瓦伦西亚 55 天，瓦伦西亚现代美术馆，瓦伦西亚，西班牙 

转世肉身，TAPE 艺术中心，柏林，德国 



 

时差：中国当代艺术新力量，玛吉画廊，西班牙 

革命在继续，萨奇画廊，伦敦，英国 

亚洲方位，第三届南京三年展，南京博物院，南京，中国 

第六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 深圳博物馆，深圳，中国 

人民·历史—20 世纪中国艺术研究展，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北京，中国 

RENDEZ - VOUS，玛蕊乐画廊，北京，中国 

SEMIOSIS，中国广场，纽约，美国 

从头到脚，Stux Gallery，纽约，美国 

诗意现实：对江南的再解读，Francisco Tomásy Valiente 艺术中心，马德里，西

班牙 

亲潮，关渡美术馆，台北，中国 

自由落体，陈绫蕙当代空间，北京，中国 

川流，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雅加达，印度尼西亚 

ARTissima 艺博会场外展：PARAtissima 2008，圣萨瓦里奥， 都灵， 意大利 

2008 迈阿密艺术节黑岩石艺术影像/新媒体区，迈阿密艺术馆， 迈阿密， 美国 

花好月圆，余德耀美术馆，雅加达，印度尼西亚 

追补的历史，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2007 

从西南出发， 广东美术馆，广州， 中国 

中国细语，奥沙艺术空间， 香港，中国 

三言三色， UM 画廊，首尔， 韩国 

第三届贵阳双年展， 贵阳美术馆， 贵阳，中国 

从新具像到新绘画，唐人当代艺术中心，北京， 中国 

诱惑的艺术—从埃贡·席勒到安迪·沃霍尔， Minoritenkloster Tulln， 奥地利 

突破视觉，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曼谷， 泰国 



 

中国现在， Cobra 现代美术馆，阿姆斯特丹， 荷兰 

动物凶猛， 韩国墨画廊， 北京，中国 

浮游—中国艺术新一代， 国立现代美术馆，首尔，韩国 

透明之局， 西藏艺术博物馆，拉萨， 中国 

工作进展中， 北京东京艺术工程，北京， 中国 

超越图像—中国新绘画， 上海美术馆，上海， 中国 

阅读深圳， 深圳美术馆，深圳， 中国 

  

2006 

江湖， TILTON 画廊， 纽约，美国 

城市的皮肤， 深圳美术馆， 深圳，中国 

内伤， 意大利 MARELLA 画廊， 北京，中国 

诗意现实：对江南的再解读， 南视觉美术馆，南京， 中国 

转世魅影， SAMMLUNG ESSL 美术馆， 维也纳，奥地利 

虚虚实实， HEYRI 艺术基金会，汉城， 韩国 

装修 OACT，OCAT 当代艺术中心，深圳， 中国 

超越的维度， 四方美术馆，南京， 中国 

绘画路线图 2， 北京东京艺术工程，北京， 中国 

变异的图像，上海美术馆，上海 ，中国 

  

2005 

中国当代绘画， 博洛尼亚银行基金会，博洛尼亚，意大利 

居住在成都， 现代美术馆，成都中国 

第二届布拉格双年展， 布拉格， 捷克 

未来考古学—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 南京博物院，南京， 中国 

观念艺术—中国当代绘画， 塔石艺文馆，澳门， 中国 



 

第二届成都双年展， 现代美术馆，成都，中国 

绘画线路图， 798 时态空间，北京中国 

青年中国当代艺术， 萨尔斯堡 HANGAR-7， 奥地利 

城市的皮肤，塔石艺文馆，澳门，中国 

中国当代绘画， Palazzo Bricherasio 博物馆， Torino， 意大利 

  

2004 

被禁止的感觉？—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情色话语，密特朗国家文化中心，佩里

格， 法国 

中国今天的绘画—INFELD 文化之屋， 维也纳，奥地利 

中国影像绘画， 北京季节画廊，北京中国 

亚洲工厂， 博洛尼亚现代美术馆，博洛尼亚 意大利 

花家地， 季节画廊， 北京，中国 

中国绘画中的新视点， MARELLA 画廊，米兰 意大利 

人造的快乐， 墨尔本 RMIT 美术馆，墨尔本， 澳大利亚 

居住在成都， 深圳美术馆，深圳， 中国 

美术文献提名展， 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 中国 

  

2003 

第三届中国油画展， 中国美术馆，北京， 中国 

被制造的快乐， 酱艺术中心，北京， 中国 

左手右手—中德当代艺术交流展， 798 时态空间，北京， 中国 

影画派，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中国 

亚洲拼图， 文化艺术博物馆， 香港，中国 

虚幻， 香港 63 博物馆， 广东美术馆，广东， 中国 

图像的图像， 深圳美术馆， 深圳，中国 



 

两点的链接， 东京画廊， 东京，日本 

  

2002 

梦-中国当代艺术展，CAC，曼切斯特，英国 

韩国当代艺术节， 汉城艺术中心，汉城， 韩国 

中国艺术三年展， 广州艺术博物馆， 广州，中国 

北京“浮世绘”， 北京东京艺术工程，北京， 中国 

  

2001 

上下左右—女性主义及其它，现代艺术馆，成都 中国 

重新洗牌， 深圳雕塑院，深圳， 中国 

中国神话，易典画廊，上海 中国 

梦—中国当代艺术展， 红楼轩基金会，伦敦， 英国 

过渡中的青年， 何香凝美术馆，深圳 中国 

  

2000 

转世时代—2000 年中国当代艺术展，上河美术馆，成都，中国 

2000’当代艺术国际交流展， 江苏省美术馆，南京， 中国 

梦和画意之间—1900 年至 2000 之间的维也纳， 卡朋伯格美术馆，明斯特， 德

国 

 

1999 

上河美术馆 99’学术邀请展， 上河美术馆，成都， 中国 

  

1997 

都市人格， 西南交通大学，成都， 中国 



 

1996 

个人经验，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重庆 ，中国 

  

奖项 

2012 年亚洲青年动画大赛最佳技术运用奖，贵阳，中国 

2011 年亚洲青年动画大赛最佳技术运用奖，贵阳，中国 

2010 年“改造历史：2000-2009 的中国新艺术”学术提名奖，北京，中国 

2009 年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优秀作品奖，重庆，中国 

2008 年第二届中国批评家年会年度青年艺术家奖 ，北京，中国 

1996 年鲁迅美术学院“美苑杯”一等奖，沈阳，中国 

  

  

重要公共收藏： 

中国成都上河美术馆 

中国深圳何香凝美术馆 

中国深圳美术馆 

中国广东美术馆 

中国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 

中国南京南视觉美术馆 

中国南京青和美术馆 

中国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中国成都蓝顶美术馆 

中国上海龙美术馆 

美国旧金山天石玛丽基金会 

德国明斯特美术学院 

维也纳 THOMASTIK-INFELD 基金会 



 

比利时中国当代艺术基金会 

挪威卑尔更 3．14 国际艺术基金会 

意大利波洛尼亚银行基金 

意大利波洛尼亚 GOLINELLI 基金会 

英国萨奇画廊 

西班牙国际文化艺术基金会 

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 

澳大利亚白兔美术馆 

印度尼西亚余德耀美术馆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info@pekinfinearts.com or call:  

(8610) 5127 3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