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仇德树
生于1948年
1948
1979
1985–86
现今

出生于中国 上海
组织草草社
美国波士顿塔夫茨大学访问学者
工作及生活于中国 上海

主要个展
2017
2015

2013
2012
2011
2010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0
1999
1996
1994
1993
1992
1988
1986
1985

《仇德树》，藝術門，中国 上海
《仇德树：裂变的艺术》，藝術門，新加坡
《黑夜与黎明：仇德树艺术展—从一九七九年至今》，藝術門，中国 香港
《仇德树》，美国南海艺术中心，美国 加州
《裂变：仇德树的艺术》，第一届旧金山湾区亚洲艺术周开幕展，南海艺术中心，新加坡
《仇德树的裂变世界》，浦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中国 上海
《仇德树水墨画展－1980至2012》，Michael Goedhuis画廊，英国 伦敦
《2012 双城记中国新绘画系列个展 仇德树—裂变》，天仁合艺艺术中心，中国 杭州
《象外山—仇德树的裂变艺术》，上海大剧院画廊，中国 上海
《裂变—广厦·庭园—仇德树近作展》，吴昌硕纪念馆，中国 上海
《裂变—仇德树—上海现代水墨系列展》，上海美术馆，中国 上海
《裂变—仇德树》，一画廊，中国 香港
《裂变—仇德树》，北京水墨雍和艺术空间，中国 北京
《裂变—山水—仇德树新作展》，Leda Fletcher画廊，中国 上海；瑞士 日内瓦
《仇德树—草草社之后的十年》，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中国 上海
《来自中国的当代绘画—仇德树个展》，德国 法兰克福
《裂变—仇德树新作展》，长流美术馆，台湾 台北
《裂变仇德树—现代中国艺术展》，Leda Fletcher画廊，瑞士 日内瓦
《裂变—仇德树新作展》，海上山艺术中心，中国 上海
《裂变—仇德树》，Michael Goedhuis画廊，美国 纽约
《裂变—仇德树》，北京四合苑画廊，中国 北京；亚洲美术馆，韩国 首尔
《裂变—仇德树》，德国驻沪总领事馆，中国 上海
《本原—演化—升华》，万玉堂画廊，中国 香港；新加坡
《裂变—仇德树》，上海美术馆，中国 上海
《裂变》，台湾蟠龙艺术中心，台湾 台北
《裂变—仇德树》，上海美国文化中心，波特曼商城，中国 上海
《裂变—仇德树》，Lommel画廊，德国 勒沃库森
《裂变—仇德树》，澳大利亚昆士兰默鲁基议会厅美术馆，努萨雷琴画廊巡回展，澳大利亚 昆士兰
《裂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美国 麻省
《仇德树回顾展（1981–1988)》，SOHO艺波画廊，美国 纽约
《裂变》，波斯顿中国文化学院，美国 波斯顿
《裂变》，波斯顿塔夫茨大学美术馆；哈佛大学美术馆，美国 麻省

主要群展
2019
2018

《水墨精神—从传统思想和智慧中生成新创造》，济宁美术馆，中国 山东
《锋向：水墨新抽象—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第二单元）》，明圆美术馆，中国 上海
《去你的一代：后毛时代中国艺术（二）》，Ethan Cohen画廊，美国 纽约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超越水墨：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活动》，中国艺术博物馆，中国 上海
《前卫·上海—上海当代艺术30年文献展（1979-2010）》，明圆美术馆，中国 上海
《无垠：行进中的水墨运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 四川
《海上延伸—2017上海艺术家联合大展》，中华艺术宫，中国 上海
《海上风华—当代海上书画名家艺术展》，海上印社艺术中心，中国 上海
《全球水墨画大展》，香港会展中心，中国 香港
《似重若轻 M+水墨藏品展》，香港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中国 香港
二幅作品入选金砖会议主会场
《寻脉造山—宝龙美术馆开馆主题展》，中国 上海
《改头换面—2017当代水墨邀请展》，成都麓山美术馆，中国 四川
《边缘风景》，韩天衡美术馆，中国 上海
《回忆的巨厦》，保罗·穆尔豪斯策展，藝術門，中国 香港
《东方墨韵·2016港沪水墨艺术交流展》，香港中央图书馆，中国 香港
《裂变-青绿山水》入选杭州G20会议，展出在主会场，中国 杭州
《纸剧场》，藝術門，中国 上海
《德日新·心意更新—2015年新年贺岁海上艺术家群展》，上海华谊兄弟艺术俱乐部，中国 上海
《海上领风—当代上海中国画家近作展》，中国美术馆，中国 北京
《2015 水墨演义国际巡回展》，北京中间美术馆，布鲁塞尔弗拉芒州美术馆，芝加哥亚洲艺术研究所，
台湾中正纪念堂美龄艺廊
《虚薄之境—对画：山水与风景》，上海明圆美术馆，中国 上海
《平流层》，朵云轩艺术中心出品，中国 上海
《新水墨邀请展》，上海朱屺瞻艺术馆，中国 上海
《香港·上海·澳门当代水墨画联展》，香港中央图书馆展厅，中国 香港
《媒性的造型—2015-2016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年度邀请展》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 上海
《线条艺术—中国当代水墨》，藝術門，新加坡
《抽象与升华—中国当代水墨画》，Gajah画廊，新加坡
《油与水：中国水墨画再思考—仇德树、韦嘉、张宏图画展》，美国华人博物馆，美国 纽约
《释放未来：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亚洲艺术中心，中国 北京
《自1980年以来的水墨艺术—从语言实验到话语转化》，美国 长岛
《游心虚淡—新水墨邀请展》，先锋当代艺术中心，中国 南京
《重塑东方美—美在慧眼·水墨心印画展》，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美术馆
《超越色彩：中国当代艺术》，藝術門，中国 上海
《黑白至上：中国当代抽象水墨》，藝術門，中国 上海
《第二届重塑东方美画展—现代生活水墨·心印》，多伦现代美术馆，中国 上海
《白线的张力—两岸三地现代水墨展》，高雄市文化中心，台湾 高雄；台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台湾
台中
《黎明曙光—1974–1985中国的前卫艺术》，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中国 香港
《上海意象》，喜马拉雅美术馆开幕展，中国 上海
《白线的张力—两岸三地现代水墨展》，交通大学艺文空间，台湾 新竹；朱屺瞻艺术馆，中国 上海
2012中国上海现代艺术展，澳大利亚 墨尔本
《墨：来自中国的艺术》，Saatchi画廊，英国 伦敦
《文脉中国》，三川当代美术馆，中国 南京
《汇墨高升—2012国际水墨大展暨学术研讨会》，国立国父纪念馆中山国家画廊，台湾 台北
《品藏东方—中国经典艺术展》，上海美术馆，中国 上海；昊美术馆，中国 上海
《2011文脉中国“超写意”架上10+10》，当代艺术馆，中国 北京；香山美术馆，中国 北京
《新境界—中国当代艺术展》，中国美术馆，中国 北京；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澳大利亚 悉尼
《暗影下绽放的花朵1974–1985的中国在野艺术》，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美国 纽约
《水墨再现—当代水墨艺术世界巡展》，LOH画廊，德国 柏林；马来西亚 吉隆坡；新加坡
《水墨时代—新水墨艺术大展》，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中国 上海；朱屺瞻艺术馆，中国 上海；春季
艺术沙龙，中国 上海
《跨越欧亚世博行：对话文明—巴黎—上海》，中法艺术家世界遗产发现之旅作品大展，浙江美术馆
中国 杭州；世博会主题馆，中国 上海；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法国 巴黎
《当代中国水墨画》，蒙拉画廊，美国 阿肯色州
《水墨方向》，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朱家角分馆，中国 上海
《开显与时变—创新水墨艺术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湾 台北
《中国蓝艺术节》，瑞典 马尔默
《转向抽象：1976–1985上海实验艺术回顾展》，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中国 上海
《水墨新境：中国当代水墨》，中国美术馆，中国 北京；德累斯顿艺术收藏馆，德国 德累斯顿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1993

1992
1990
1987
1986
1984
1982
1980

《水墨演义—当代艺术家提名展》，北京当代艺术馆，中国 北京；RAAB画廊，德国 柏林；哈佛大学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美国 麻省
《水墨在途—上海新水墨艺术大展》，多伦现代美术馆，朱屺瞻艺术馆，中国 上海
《“07文脉当代—中国版本”大型综合艺术展》，今日美术馆，中国 北京
《中国趋势 中国当代艺术1966–2006》，Lousiana美术馆，丹麦 胡姆勒贝克
《东西对话》，Haus Metternich美术馆，德国 科布伦茨
《水墨再生—上海新水墨艺术大展》，朱屺瞻艺术馆，多伦现代美术馆，中国 上海
《国际现代水墨画大展》，曼哈顿亚洲文化中心艺廊，美国 纽约
《第21届亚洲国际艺术展》，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新加坡
《第一届台北当代水墨双年展》，国立国父纪念馆，台湾 台北
《天地人和—刘国松、陈家泠、仇德树画展》，多伦现代美术馆，中国 上海
《上海香港艺术交流展》，香港大会堂，中国 香港
《草草画社25周年纪念展》，海上山艺术中心，中国 上海
《凸现图式—上海美术馆当代水墨藏画展》，上海美术馆，中国 上海
《上海抽象艺术大展》，明圆文化艺术中心，中国 上海
《龙族之梦—中国当代艺术展》，爱尔兰现代美术馆，爱尔兰 都柏林
《半岛艺术中心首展》，半岛艺术中心，半岛美术馆，美国 贝尔蒙特
《今日中国美术大展》，世纪坛艺术馆，中国 北京
《石头和艺术》，前波画廊，美国 纽约
《东+西—中国当代艺术展》，上海美术馆，中国 上海；奥地利 维也纳
《形而上抽象画展》，上海美术馆，中国 上海
《第一届广州三年展》，广州美术馆，中国 广州
《新千年边缘：中国新艺术》，Michael Goedhuis画廊，美国 纽约；英国 伦敦
《无际中华—新中国画展》，Michael Goedhuis画廊，美国 纽约
《形而上抽象画展》，上海美术馆，中国 上海
《第一届成都双年展》，成都现代艺术馆，中国 成都
《上海—台湾：新世纪水墨对话》，国立国父纪念馆，台湾 台北
《新中国画大展巡回展》，中国 上海；中国 南京
《第二届国际水墨画双年展》，关山月美术馆，中国 深圳
《幻想2000年—中国彩墨媒体绘画和雕塑展》，德国 卢卑克，德国 斯图加特，德国 多特蒙德
《第三届国际彩墨画展》，台湾、法国、中国、萨尔瓦多
《第一届国际水墨画双年展》，关山月美术馆，中国 深圳
《创意荟萃》，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中国 香港
《上海艺术家作品展》，俄罗斯 圣彼得堡
《当代和古代亚洲艺术》，Michael Goedhuis画廊，英国 伦敦
《上海墨》，亚利桑那大学美术馆，Joseph Gross画廊，美国 亚利桑那州
《画廊中国当代绘画和雕塑联展》，Michael Goedhuis画廊，英国 伦敦
《韩国第一届光州国际艺术双年展》，韩国 光州
《中国画25年1970–1995》，Michael Goedhuis画廊，英国 伦敦
《中国现代水墨画两岸两人作品展—刘国松与仇德树》，中国 珠海
《两岸三地中国现代水墨画大展》，台中省立美术馆，台湾 台中；中正艺廊，台湾 台北
《东西相遇：20世纪后期中国艺术的转变》，美国 康涅狄格州
《中国、日本、韩国及香港地区美术交流邀请展》，中国 香港
《上海—横滨城市二十周年纪念—上海现代艺术展》，日本 横滨
《上海——台北现代水墨画展》，上海美术馆，中国 上海
《首届东亚运动会画展》，上海美术馆，中国 上海
《K18群星会展》，卡塞尔大学，德国 卡塞尔
《新一代的中国美术展》，麻省史密斯学校艺术博物馆，美国 麻省
《亚洲艺术家联展》，香港演艺中心，中国 香港
《中国画展》，万玉堂画廊，中国 香港
《中国四人展》，美国 纽约
《仇德树、孔柏基联展》，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美国 新泽西州
《心迹》，美国东部巡回展览
《八十年代画展》，草草画社首次展览，上海卢湾区文化馆，中国 上海

主要收藏
旧金山亚太美术馆，美国 旧金山
亚洲美术馆，韩国 首尔

	
  
布鲁克林美术馆，美国 布鲁克林
敦刻尔克现代美术馆，法国 敦刻尔克
M+博物馆，中国 香港
波士顿美术馆，美国 波士顿
中国美术馆，中国 北京
努萨艺术中心，澳大利亚 昆士兰
国立台湾美术馆，台湾 台中
Origo家族基金会，瑞士 日内瓦
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美国 新泽西州
汉堡市政厅，德国 汉堡
上海美术馆，中国 上海
上海多伦美术馆，中国 上海
牛津大学苏利文陈列馆，英国 牛津
亚利桑那大学美术馆，美国 亚利桑那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