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李继开 

1975	 ⽣生于四川成都


2004	 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获硕⼠士学位


现任教于湖北北美术学院动画学院


个展 

2018    我和我的⼈人⽣生包袱，星空间，北北京，中国


2016 ⼈人世的⻛风景：李李继开，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北北京，中国 

睡着的农夫与⻨麦浪，湖北北省美术馆，武汉，中国


2015 纯真博物馆，合美术馆，武汉，中国


2014 拾拾荒者，艾⽶米李李画廊，北北京，中国


     	李李继开，Jan van der Togt美术馆，阿姆斯特尔芬，荷兰


2013 ⽩白露露，艾⽶米李李画廊，北北京，中国 

湖与湖⾯面的光，武汉美术馆，武汉，中国


2012 男孩、玩偶、碎⽚片，今⽇日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Fragments of the Abyss，Interalia空间，⾸首尔，韩国 

2011 状态——李李继开绘画的寓意，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沈沈阳，

中国


有你，没有你：李李继开个展，对画空间，北北京，中国 



2010 Reflection，Canvas International Art，阿姆斯特丹丹，荷兰


     	灯笼——李李继开个展， 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中国


2009 李李继开，阿拉⾥里里奥画廊，天安，韩国 

留留⼀一点想象空间——李李继开\王劲松双个展，对画空间，北北

京，中国


2008 清空：李李继开个展，今⽇日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乱枝：李李继开的绘画，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中国


独⾃自⾏行行⾛走，Canvas International Art，阿姆斯特丹丹，荷兰


⼩小世界：李李继开的绘画，季节画廊，苏黎⼠士，瑞⼠士


暗夜时光流过：李李继开2008作品展，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

汉，中国


混浊，当代唐⼈人艺术中⼼心，⾹香港，中国


2007 清空：李李继开个展，上海海美术馆，上海海，中国 


男孩与镜像，Christa Schuebbe画廊，杜塞尔多夫，德国


群展 

2018    第50个展览——七棵树的五年年，星空间，北北京，中国


2016	 诗意地栖居，偏锋艺术空间，北北京，中国


⽂文脉传薪，武汉美术馆，武汉，中国




2015	 后传统起源，UCCA STORE，北北京，中国


完，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中国


远韵，⼒力力利利记艺术，北北京，中国


亚洲现场，亚洲现场项⽬目，北北京，中国


个⼈人的现场，四川⼤大学美术馆，成都，中国，


后学院：⼋八⼤大美院油画研究展，⼴广州美术学院美馆，⼴广州，

中国


切⽚片，合美术馆，武汉，中国 


壮游，⽶米奥空间，上海海，中国   


⼀一座城市的记忆——武汉，武汉美术馆，中国


触摸底层，villa haiss美术馆，德国


2014 	 预⾔言，叠up美术馆，上海海，中国


新锐⼗十年年，Hi艺术中⼼心，北北京，中国


⻄西云东语，合美术馆，武汉，中国


遗失的肖像，⻰龙美术馆，上海海，中国


再现代——第三届美术⽂文献展，湖北北美术馆，武汉，中国


        	 雅昌AAC艺术中国⻘青年年艺术家提名展，北北京，中国


超级景观——图像世界的多重逻辑，⽯石家庄美术馆，⽯石家

庄，中国




京都霾，星空间，北北京，中国


亚洲不不安之旅，星空间，北北京，中国


社会向度，湖北北美术馆，武汉，中国


光芒，优上艺术空间，上海海，中国


武汉·印象，⼤大分市美术馆，⼤大分，⽇日本


2013		 纵横阡陌——中国当代⻘青年年艺术家作品馆藏展，⻰龙美术馆，

上海海，中国


朝花夕拾拾，奥加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江河湖海海——国际当代艺术展，湖北北省图书馆，武汉，湖

北北，中国


累积，中画廊，北北京，中国


Mapping China，Space K，⾸首尔，韩国


     	 	 绘物写像，湖北北美术院美术馆，武汉，湖北北，中国


⻄西⽠瓜⽪皮，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湖北北，中国


在路路上——中国⻘青年年艺术家作品提名展，关⼭山⽉月美术馆，深

圳，中国


视⽽而不不现，优上艺术空间，上海海，中国


     	 	 熟视⽆无睹——两者之间的视界，乌兹别克斯坦中央艺术馆，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什⼲干双年年展，塔什什⼲干，乌兹别克斯坦


释未来，C Gallery，上海海，中国


     	 	 ⾃自我⽣生成，苏州美术馆，苏州，中国


     	      新⻘青年年，武汉美术馆，武汉，中国


天⼯工开悟，艾⽶米李李画廊，北北京，中国


绽放，泛华艺术中⼼心，上海海，中国


Oppressive Fairytales，Canvas International Art，阿姆斯特

丹丹，荷兰


     杂七杂⼋八——⻘青年年⼀一代的视觉修辞艺术展，⾦金金鸡湖美术馆，

苏州，中国 

2012 静能——中国当代艺术展，对画空间，北北京，中国


      曙光：来⾃自中国的新艺术，中画廊，柏林林，德国


时间的湖――2012当代艺术作品展，武汉，中国


        	 回应——对社会现实的反弹，深圳，中国


            灿烂的伦理理学，Interalia空间，⾸首尔，韩国


         异志，优上艺术空间，上海海，中国


          	 2012伦敦奥林林匹克美术⼤大展，伦敦，英国 

2011 ⼼心图⼿手绘：关于肖像，北北京空间，北北京，中国 



重新定义——70后艺术中的质疑与理理性，今⽇日美术馆，北北

京，中国


纠结——湖北北当代艺术展，湖北北美术学院美术馆，武汉，中

国


⾃自助共盒体，器器空间，重庆，中国


超现实波普，悦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为武汉制造，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中国


向未来致敬，hi⼩小店，北北京，中国


混搭的图像，湖北北美术馆，武汉，中国


从⻛风景到⼈人⽂文⻛风景：70后艺术家研究展，武汉美术馆，武

汉，中国


与独⽩白对话，李李继开、陈波、熊宇联展，维嘉画廊，台北北，

中国


画画——⻘青年年艺术家群展，北北京空间，北北京，中国


城市图景，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杭州，中国 

回顾与展望——湖北北油画艺术展，武汉美术馆，武汉，中国 

旧事，前进当代画廊，上海海，中国 

         图书馆计划——个⼈人、公共、⽂文献展，重庆市渝中区图书馆，

重庆，中国 



2010 共鸣——中法艺术邀请展，武汉美术馆，武汉，湖北北，中国 

后叙事，别处空间，北北京，中国


每个⼈人的东湖，武汉，中国 

围城，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中国 

图像经验——2010当代艺术邀请展，江⼭山美术馆，重庆，中

国 

现实的游牧——进⼊入⽂文化裂变的当代，现实空间，北北京，中

国


滤窗，别处空间，北北京，中国 

改造历史 2000-2009年年的中国新艺术，国家会议中⼼心，北北

京，中国


Franks-Suss收藏展，萨奇画廊，伦敦，英国


2009 李李继开+Unmask，H.T 画廊，北北京，中国


动漫美学双年年展2009-2010，今⽇日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Art Cars汽⻋车绘画，Saadiyat岛，阿布扎⽐比，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 

与上⽂文相关——当代绘画展，铸造艺术馆，北北京，中国


同⾏行行德中，武汉美术馆，武汉，中国


之乎者也——艺术修辞学，红星画廊，北北京，中国




重庆双年年展，重庆会展中⼼心，重庆，中国


      	    常态——2009年年作品展，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中国


      	    回溯与探索，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中国


新浪潮，新⼒力力量量——15位中国新兴艺术家，林林⼤大画廊，雅加

达，印度尼⻄西亚 

China Mania，阿肯当代美术馆，哥本哈根，丹丹⻨麦


展望，奥美零空间，北北京，中国


在场三⼗十年年——四川美术学院当代油画展，⽇日中友好会馆美

术馆，东京，⽇日本


两湖潮流——湖南、湖北北当代艺术展1985—2009，⼴广东美术

馆，⼴广州，中国


新潮流：⼗十五位当代中国艺术家联展，太平洋传统博物馆，

旧⾦金金⼭山，美国


都市中：中国当代艺术选展，⼦子午线国际中⼼心，华盛顿哥伦

⽐比亚特区， 美国


超越全球化——泛亚洲当代艺术联展，别处空间，北北京，中

国


2008 阿迪达斯：共震——运动视界艺术展，上海海；⼴广州；南京；

沈沈阳；成都；北北京，中国 



迷宫，艺识空间，北北京，中国


纸上图画，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中国


时差：中国当代艺术新⼒力力量量，玛吉画廊，⻢马德⾥里里，⻄西班⽛牙


⻜飞地：中国当代新绘画，四⽅方当代美术馆，南京，中国


截点，OV画廊，⾹香港，中国 

重建——地震灾区捐赠展，星空间，北北京，中国 

⾃自由活动：年年轻艺术家项⽬目，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中

国


别处卡通：亚洲当代艺术联展，别处空间，北北京，中国


个案：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中的艺术家，圣之空间，北北京，中

国


源：第⼀一届⽉月亮河雕塑艺术节，⽉月亮河当代艺术馆，北北京，

中国


陈可、李李继开、仇晓⻜飞、申亮，DF2 画廊，洛洛杉玑，美国


萌，中国⼴广场画廊，纽约，美国


后场，别处空间，北北京，中国


      	拓拓展与融合——中国现代油画研究展，中国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亚洲⽅方位——第三届南京三年年展，南京博物院，南京，中国




梦蝶——第⼆二届上海海当代艺术馆⽂文献展，上海海当代艺术馆，

上海海，中国


转世⾁肉身，柏林林，德国


找⾃自⼰己，⺠民⽣生艺术中⼼心，上海海，中国


Cathrine Raben Davidsen & 李李继开联展，丹丹⻨麦艺术中⼼心，北北

京，中国


契——吸引⼒力力：中德新锐艺术家联展，OV画廊，上海海，中国 

扮傻游戏：⼀一次从规训社会的虚拟出⾛走，天画廊，北北京，中

国；⾸首尔，韩国


画中有话，对画空间，北北京，中国


互动——2008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武汉美术馆，武汉，中

国


动漫美学百像，印度尼⻄西亚国家美术馆，雅加达，印度尼⻄西

亚 

2007 媒介和传统的当代道路路：中国当代雕塑⼗十⼈人展，亚洲艺术中

⼼心，北北京，中国


抽离中⼼心的⼀一代——70后艺术展，798艺术区，北北京，中国


⾯面貌，奥美零空间，北北京，中国


没有你，没有我，宋庄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1976—2006乡⼟土现代性到都市乌托邦——“四川画派”学术回

顾展，中国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视觉遭遇，中国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纪事，美域，未来——七零后新锐艺术展，当代唐⼈人艺术中

⼼心，曼⾕谷，泰国


武汉！武汉！，四⽅方当代美术馆，南京，中国


世事⽽而⾮非：真实形象的变异及探索，⽃斗⼭山艺术中⼼心，⾸首尔，

韩国


能量量——精神、身体、物质：2007年年⾸首届今⽇日⽂文献展，北北京

今⽇日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中国⾸首次赴⽇日当代艺术展，东京国家艺术俱乐部，⽇日本


陈可、李李继开、⻙韦嘉，Thomas Erben画廊，纽约，美国


亚洲制造，Opera画廊，⾹香港，中国


从未出现过的变化——来⾃自中国的新艺术，季节画廊，苏黎

⼠士，瑞⼠士


⾮非集体意志——武汉70后当代艺术展，索卡艺术中⼼心，北北

京，中国


⻄西 游 记 — — 中 国 新 故 事 ， K u n s t r a u m N o e 

Niederösterreichische美术馆，维也纳，奥地利利




今⽇日中国，COBRA博物馆，阿姆斯特丹丹，荷兰


新⻘青年年，江汉⼤大学美术馆，武汉，中国


2006 超越的维度：中国新绘画，四⽅方当代美术馆，南京，中国 

⾃自我造局：2005中国当代绘画展，上海海证⼤大现代艺术馆，上

海海，中国


⽇日纪与绎⾔言：当代艺术展，⻰龙湖北北城天街，重庆，中国


新年年快乐：年年轻⼀一代油画作品展，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

汉，中国


⾮非常印象：后⽣生代油画作品展，今⽇日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遭喻现实，重庆美术馆，重庆，中国


世界杯美丽⾜足球11×11涂鸦艺术展，上海海中信泰富⼴广场，上

海海，中国


重庆辣椒，⻘青岛美术馆，⻘青岛，中国


新界⾯面——UP新⼀一代登陆展，刘海海粟美术馆，上海海，中国


SATELLITE 2006当代艺术暨设计年年展，Vanguard画廊，上

海海，中国 

潜在的交流——中国—奥地利利年年轻艺术家的派对，南视觉美

术馆，南京，中国




变异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上海海美术馆，上海海，

中国


超验的中国，阿拉⾥里里奥画廊，北北京，中国


李李继开+陈波新作展，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中国


机会主义的秋天，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中国


2005 下⼀一站，卡通吗？，星空间艺术中⼼心，北北京；何⾹香凝美术

馆，深圳；重庆美术馆，重庆，中国 

低和浅的游戏：漫画⼀一代的崛起，3818库画廊，北北京，中国


未来考古学：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年展，南京博物院，南京， 

江苏，中国


70后艺术：市场改变中国之后的⼀一代，明园⽂文化艺术中⼼心，

上海海；今⽇日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限制与⾃自由——夏市，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中国


⻄西⻔门⼦子艺术项⽬目：他们在这做什什么——WH.S+8，⻄西⻔门⼦子武汉

分公司，武汉，中国


⼀一卡通，泰康⼈人寿顶层空间，北北京，中国	 


寓·⾔言——现实深处：中国当代艺术展，六合天寓地库，杭

州，中国


温暖：中国当代艺术展，红桥画廊，上海海，中国




坏孩⼦子的天空：70后的问题⻘青年年，3818库画廊，北北京，中国


2004 轻装上路路——重庆&⾹香港艺术交流展，艺术公社国际展览馆，

⾹香港；重庆，中国 

通道——中法⽂文艺⾛走廊，重庆美术馆，重庆


少年年⼼心⽓气：中国新锐绘画，何⾹香凝美术馆，深圳；中央美术

学院，北北京，中国


模糊摩擦：⾸首届美术⽂文献提名外围展，湖北北省美术馆，武

汉，中国


恭喜发财、⻥鱼⽬目混珠、狐假⻁虎威：⾸首届美术⽂文献提名外围

展，武汉，中国


花花世界——中国油画新新⼒力力量量2004年年展，上海海，⼴广州，北北

京，中国


划痕——当代中国独⽴立影像展映（重庆站），家·M公社，重

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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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香凝美术馆，深圳


南视觉美术馆，南京


四⽅方美术馆，南京


⻘青和美术馆，南京




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


今⽇日美术馆，北北京


圣之艺术中⼼心，北北京


尚东艺术中⼼心，南京


⺠民⽣生银⾏行行，上海海


新加坡MOCA，新加坡


英国红楼基⾦金金会，英国


武汉美术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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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北美术馆，武汉


⻰龙美术馆，上海海


合美术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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