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廊周北北京”是每年年春天开幕的由学术委员会评选出的围绕北北京地区三⼗十余家画廊和⾮非营利利机构最

新展览展开策划的为期九天的艺术活动，其中包括展览开幕、媒体导览、贵宾导览、学术讲座、⾏行行

为表演、艺术家⼯工作室探访、私⼈人收藏探访、派对、年年度晚宴等。为更更全⽅方位地推⼴广当代艺术，呈

现更更多层次的艺术内容，2018年年画廊周北北京策划了了特约单元“公共单元”，之后⼜又推出了了“新势⼒力力单

元”和“艺访单元”。为期三天的贵宾⽇日活动邀请国内外重要的美术馆馆⻓长、收藏家、艺评⼈人、媒体共

同参与，资深专家可通过系列列学术活动共同讨论和共享全球艺术信息，藏家可通过导览和艺术社交

活动获取最前沿的艺术信息。为期六天的公众⽇日活动策划则旨在为公众提供了了解艺术创作和展览的

渠道，为北北京市⺠民提供⾼高效的参观艺术指南。

以先锋、专业的态度建⽴立 
国际化的当代艺术对话和推⼴广平台。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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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周北北京2021 (第五届) 
3个特约单元 / 29家画廊 / 7家⾮非营利利机构 / 1家独⽴立艺术机构 / 139 位（组）艺术家 /  

近20万观众 / 1307位贵宾 / 10场论坛直播回放总观看⼈人次超200万 /  

官⽅方App平均单⽇日浏览量量近4万次 / 总下载量量达1.7万次 / 3000余篇国内报道 / 57篇国际报道 

画廊周北北京2020 (第四届) 
3个特约单元 / 20家画廊 / 2家⾮非营利利机构 / 205 位（组）艺术家 / 近12万观众 /   

1200位贵宾 / 超170万次官⽅方App浏览量量 / 超196万次单个直播项⽬目观看量量 /   

2800余篇国内报道 / 70余篇国际报道 

画廊周北北京2019 (第三届) 
3个特约单元 / 18家本地画廊 + 2家国际交流画廊 / 7家⾮非营利利机构 / 216 位（组）艺术家 /  

超12万观众 / 1800位贵宾，其中327位重要贵宾出席晚宴 / 598篇国内报道 / 57篇国际报道 

画廊周北北京2018 (第⼆二届) 
18家画廊 / 4家⾮非营利利机构 / 60 位（组）艺术家 / 超10万观众 

313位贵宾，其中155位重要国际贵宾 / 200篇国内媒体报道 / 20篇国际深度报道 

画廊周北北京2017 (第⼀一届) 
14家画廊 / 4家⾮非营利利机构 / 67 位（组）艺术家 

影响⼒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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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单元⾮非营利利机构

北北京中间美术馆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林林冠艺术基⾦金金会

路路易易威登北北京Espace⽂文化艺术空间

现代汽⻋车⽂文化中⼼心

⽊木⽊木美术馆

松美术馆

泰康空间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山中天艺术中⼼心

主单元独⽴立艺术机构

势象空间

艺访单元

千⾼高原艺术空间（成都）

ACRUSH（苏黎世）

AYE画廊（北北京/⾹香港）

Balice Hertling（巴黎）

BANK/MABSOCIETY（上海海）

⼴广州画廊 （⼴广州）

⻢马凌画廊（⾹香港/上海海）

伊娃·培森胡伯画廊（苏黎世/纽约）

格莱斯顿画廊（纽约/布鲁塞尔）

格雷雷⼽戈⾥里里·斯塔格画廊（苏黎世）

卡玛国际画廊（苏黎世）

Mai 36画廊（苏黎世）

柯芮斯画廊 （伦敦）

主单元画廊

亚洲艺术中⼼心

北北京公社

CLC画廊

⻨麦勒勒画廊

常⻘青画廊

今格空间

蜂巢当代艺术中⼼心

户尔空间

拾拾萬空间

墨墨斋

林林⼤大艺术中⼼心

⻓长征空间

魔⾦金金⽯石空间

三远当代艺术中⼼心

偏锋画廊

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

⾹香格纳画廊

空间站

SPURS Gallery
星空间

Tabula Rasa画廊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東京画廊 + BTAP

艺·凯旋画廊

空⽩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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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单元

作为画廊周北北京活动的核⼼心，主单元的展览⾯面貌由优秀的北北京本地画廊与⾮非营利利艺术机构组成。参

展画廊和机构通过公开招募渠道递交参展⽅方案，经由学术委员会对展览⽅方案进⾏行行审核，确认 终参

展阵容。

每⼀一年年，学术委员会成员由前⼀一届画廊周北北京的参展画廊机构共同推选。

林林瀚 

⽥田霏宇 Philip Tinari  

房⽅方 

冷林林 

曲科杰 

 

贾伟 

⼩小⻨麦 René Meile 

潘宝会 

唐昕 

张⼦子康 

包⽂文鳞 Waling Boers 

卢杰 

朱思达

⽊木⽊木美术馆创始⼈人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UCCA集团CEO 

星空间创始⼈人 

北北京公社创始⼈人 

魔⾦金金⽯石空间创始⼈人 

SPURS Gallery 管理理合伙⼈人 

  

⻨麦勒勒画廊合伙⼈人 

魔⾦金金⽯石空间创始⼈人 

泰康保险集团艺术品收藏部负责⼈人、泰康空间总监、策展⼈人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博⽽而励画廊创始⼈人 

⻓长征空间创始⼈人 

⾹香格纳画廊北北京负责⼈人

2021

2021

2021, 2020, 2019, 2018

2021

2021

2020

2020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20

往届学术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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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单元： 
最佳展览奖
“最佳展览奖”是画廊周北北京为“主单元”参展画廊特别设

计并颁发的奖项。该奖项由评审团⾛走访讨论后通过投票

决定获奖者。 

2021年年，第五届画廊周北北京“最佳展览奖”评审委员是由

“主单元”画廊和⾮非营利利机构负责⼈人提名后经过邀请产

⽣生，不不仅包含了了对中国当代艺术有专业⻅见解和鲜明视⻆角

的批评家、策展⼈人和美术馆馆⻓长，还⾸首次邀请专业藏家

作为评委。

常⻘青画廊 

蜂巢当代艺术中⼼心 

⻓长征空间 

北北京公社 

星空间  

杨画廊 

常⻘青画廊 

庄辉 

段建伟 

朱昱  

葛宇路路 

刘⾹香成  Liu Heung Shing 

张玥 

庄辉 

往届获奖名单:

2021 

2020，贡献奖 

2020，贡献奖  

2020，创新奖 

2019 

2018 

2017 

“祁连⼭山系” 

“浮⽣生” 

“静⾳音” 

“葛宇路路” 

“春⻛风”  

“⼭山鹰之歌” 

“祁连⼭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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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祥 

⽥田霏宇 Philip Tinari 

崔灿灿 

刘钢  

鲁明军 

⽥田军 

朱朱 

卢迎华 Carol Yinghua Lu 

林林瀚&雷雷宛萤 

凯伦·史密斯 Karen Smith 

蔡影茜 Nikita Yingqian Cai 

冯博⼀一 

李李棋 

杨紫 

张⼦子康 

唐昕 

玛萨拉·利利斯塔 Marcella Lista 

⻢马克·莱珀特 Mark Rappolt 

乌⾥里里·希克 Uli Sigg 

⻢马容元 Yung Ma 

侯瀚如

泰康空间副总监、⾸首席策展⼈人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UCCA集团CEO 

独⽴立策展⼈人、艺术批评家 

收藏家、艺术专栏作家、律律师  

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年研究员，策展⼈人， 

剩余空间艺术总监 

当代艺术收藏家、设计师  

诗⼈人、策展⼈人、艺术评论家  

艺术史学家、策展⼈人，北北京中间美术馆馆⻓长 

⽊木⽊木美术馆创始⼈人 

艺术评论家、策展⼈人，上海海摄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OCAT⻄西安馆执⾏行行馆⻓长 

⼴广东时代美术馆⾸首席策展⼈人 

独⽴立策展⼈人、艺术评论家 

⻘青年年策展⼈人、写作者 

⻘青年年策展⼈人、艺术评论家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泰康保险集团艺术品收藏部负责⼈人、泰康空间总监、策展⼈人 

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新媒体艺术⾸首席策展⼈人 

《ArtReview》&《ArtReview Asia》主编 

艺术赞助⼈人，⾹香港M+博物馆，希克藏品 

蓬⽪皮杜艺术中⼼心当代及未来创作部⻔门策展⼈人 

罗⻢马意⼤大利利国⽴立⼆二⼗十⼀一世纪当代艺术博物馆 

（MAXXI）艺术总监 

往届“最佳展览奖”评审团成员：

2020, 2019, 2018, 2017 

2020, 2018 

2020, 2017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19, 2017  

2019 

2019 

2019 

2018, 2017 

2018

2021

2021

2021, 2018

2021

2021

20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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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单元
为丰富展览项⽬目内容、以更更多元的⻆角度推⼴广中国当代艺术，画廊周北北京⾃自2019年年（第三届）推出⾃自

主策划的“特约单元”，其中包含艺访单元、新势⼒力力单元、公共单元。

艺访单元：

“艺访单元”致⼒力力于为国内外有特⾊色的画廊提供展览推⼴广机会，向新的观众群体展现它们的艺术视

野，并带来源于各⾃自背景的新活⼒力力和可能性。“艺访单元”旨在通过精彩的展览和尖端的交流项

⽬目，在画廊和机构之间建⽴立跨⽂文化的对话。每⼀一个参加该单元的画廊和机构在特定的展览空间内

呈现其代理理艺术家的具有鲜明策展理理念的作品，从⽽而在参展过程中⼤大⼒力力提升艺术家和画廊的知名

度，得到潜在藏家、学者、批评家、策展⼈人以及美术馆的⼴广泛关注，同时拓拓展其观众群体。

新势⼒力力单元：

“新势⼒力力单元”展示了了正在成⻓长中的华语地区年年轻艺术家的创作⾯面貌。在当今的信息社会，这些新⼀一

代的艺术家在全球化的交流语境中受益良多，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辟了了更更⼴广的、充满各种可能

性的创作发展道路路，并收获了了前所未有的关注，因此对他们的⽀支持和引导也变得尤为关键。

公共单元：

“公共单元”在户外展出⼤大型的雕塑和装置，借此将“公共”的概念传达给公众。通过挑选、展示能够

和在地直接产⽣生对话的“作品”，“公共单元”旨在强调作品和其所处环境的关系会影响公众观看和理理

解的⽅方式——对于当代艺术来说，这是除了了收藏价值和商业价值之外不不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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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单元： 
艺访单元

“苍鑫、陈秋林林、黎朗”展览现场 
千⾼高原艺术空间（成都），北北京，2021 

“迈克尔·纳贾尔：外层空间” “郑皓中：13854”展览现场 
BANK/MABSOCIETY（上海海），北北京，2021 

“亚历克斯·卡茨：锦簇”展览现场 
格莱斯顿画廊（纽约/布鲁塞尔），北北京，2021 

“王之博：表演者”展览现场 
⻢马凌画廊（⾹香港/上海海），北北京，2021 

“著⾊色”展览现场 
Balice Hertling（巴黎），北北京，2021 

画廊周北北京x苏黎世艺术周 “聚焦画廊：国际交流中的应对
与合作” 
论坛现场，2021 

“贺慕群：纸上⼈人⽣生”展览现场 
AYE画廊（北北京/⾹香港），北北京，2021 

“李李明昌、肖武聪”展览现场 
⼴广州画廊（⼴广州），北北京，2021 

“红楼梦”展览现场 
柯芮斯画廊（伦敦），北北京，2021 

2021年年，“艺访单元”展览部分邀请到了了更更多地区的画廊，并期望以此形式拓拓展中国内地的画廊周模式。

共有国内外⼋八家画廊在798艺术区内的三个重要场地呈现⾼高质量量展览，他们分别是：千⾼高原艺术空间（成

都）、AYE画廊（北北京/⾹香港）、Balice Hertling（巴黎）、BANK/MABSOCIETY（上海海）、⼴广州画廊（⼴广

州）、⻢马凌画廊（⾹香港/上海海）、格莱斯顿画廊（纽约/布鲁塞尔）和柯芮斯画廊（伦敦）。 

  

同时，艺访单元论坛再次和苏黎世艺术周合作，邀请到了了来⾃自伦敦、苏黎世、⾹香港以及北北京的四位画廊

代表，根据各⾃自地域不不同的艺术⽣生态和⽂文化背景，围绕“应对”、“合作”、“交流”等话题，探讨画廊的项

⽬目战略略调整、艺术尝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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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周北北京 x 苏黎世艺术周 x frieze “中型画廊的机遇和挑战” 
论坛现场，2019

2020年年，画廊周北北京与苏黎世艺术周确认独家合作平台关系，这是双⽅方继2019年年建⽴立合作关系后

的进⼀一步合作。双⽅方邀请画廊机构负责⼈人参加的论坛“来⾃自国际艺术社区的视⻆角：全球危机下的挑

战和可能”在画廊周北北京2020期间成功举办。  

  

2019年年，画廊周北北京迎来苏黎世的伊娃·培森胡柏画廊（Galerie Eva Presenhuber）所呈现的“莎

拉·休斯（Shara Hughes）” 个展以及Mai 36 画廊 （Mai 36 Galerie）所呈现的“⽶米切·佩瑞兹·保

罗-朝向世界（Michel Pérez Pollo: In Front of The World）”个展。随后，北北京地区的画廊魔⾦金金⽯石

空间携蒋志个展“震源”、当代唐⼈人艺术中⼼心携艺术家赵赵的个⼈人项⽬目⾄至苏黎世艺术周展出。 

“莎拉·休斯”展览现场 
伊娃·培森胡柏画廊，北北京，2019 

“⽶米切·佩瑞兹·保罗-朝向世界”展览现场 
Mai 36 画廊，北北京，2019 

画廊周北北京x苏黎世艺术周 “来⾃自国际艺术社区的视⻆角：全球危机下的挑战和可能” 
论坛现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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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当代艺术发展和深度探讨其未来⽅方向为使命的“新势⼒力力单元”，在2021年年以论坛的全新形式呈

现，以“别处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我们对‘新’的四种回望”为题辩证性地思考了了独具创造⼒力力的中国当

代艺术创作及思潮，从史论、策展、收藏、职业发展、推⼴广、跨界合作等多元⻆角度对当前发⽣生的“新

势⼒力力”艺术现象进⾏行行解读，拓拓宽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的考察维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展开艺术历史

层⾯面的回溯，意在丰富与深化观众对于整个艺术⽣生态的认识，同时也希望能为今天中国当代艺术史

的论述和艺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更更⼴广阔的空间，与跨领域的相关实践形成⽐比较与交流。 

2019年年，新势⼒力力单元邀请策展⼈人鲁明军呈现了了汇集31位（组）艺术家的群展“此地有狮”，探讨了了如

何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世界、个⼈人与政治偏执狂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样⼀一种关系是如

何重塑着我们的感知机制和世界观。 

  

2020年年，新势⼒力力单元邀请策展⼈人张涵露露呈现了了汇集19位（组）艺术家的群展“那看⻅见万物的、知道

万物的，就是万物”，展览带着对未知的敬畏潜⼊入神秘和神圣的领域，将作品置于明暗两个展厅，

⼀一起重申直觉、情感、想象与精神性在获取知识和建⽴立价值时的重要地位。

特约单元： 
新势⼒力力单元

“‘别处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我们对’新’的四种回望” 
论坛现场，2021

“此地有狮” 
 展览海海报，2019

“那看⻅见万物的、知道万物的，就是万物” 
  展览海海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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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单元： 
公共单元

《⽆无限的公共》，蒲英玮  
798艺术区及⽹网络空间，北北京  
公共单元2021  
由蜂巢当代艺术中⼼心惠允 

《溺》，陈秋林林  
798艺术区，北北京 
公共单元2021 
由千⾼高原艺术空间惠允 

《身体1号》，克⾥里里斯丁·莱默兹  
798艺术区，北北京 
公共单元2021  
由林林冠艺术基⾦金金会惠允 

2021年年，公共单元策展⼈人鲍栋以“⽆无限的公共”这⼀一主题回应公共领域的当代延展，19位艺术家

的作品在实体空间与⽹网络空间中呈现，不不仅包括出现在⼴广场、街道、绿地中的雕塑与装置、事

件与⾏行行为，也包括电⼦子屏幕、⼴广告栏、印刷品中的影像、⽂文字与海海报，还包括社交场景、社交

媒体与APP程序中的设计、排版与字体。 

  

作为发⽣生在世界闻名的798艺术区的公共艺术展览，“⽆无限的公共”也是去⿎鼓励艺术家们更更具想象

⼒力力与预⻅见性的探索，同时将当代艺术通过公共艺术的多种形式与公众连接起来，进⽽而去塑造⼀一

种当代中国应有的当代⽂文化共同体。 

  

同时，公共单元2021联合百度百科博物馆计划，⾸首次推出“艺术星推官”，邀请著名艺⼈人阿朵、

吕⼀一、好妹妹乐队为艺术作品录制语⾳音导览，并推出作品AR全景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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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耳进右⽿耳出 No.5》，胡庆雁 
798艺术区，北北京 
公共单元2019、2020 
由⻨麦勒勒画廊惠允

“798艺术区云游园” 
线上直播 
公共单元2020 

《初露露蜂芒》，卡佳·洛洛尔 
北北京瑜舍酒店 
公共单元2019 
图⽚片由北北京瑜舍酒店惠允

早在画廊周北北京2018活动中，策展⼈人魏颖策划的“户外公共项⽬目”呈现在798园区内的9件户外公共

作品中的4件是由画廊专⻔门为画廊周北北京呈现的艺术家创作。 

由此深化，画廊周北北京于2019年年策划了了展期三个⽉月的“公共单元”板块，除了了798园区户外公共雕塑

外，还包含了了呈现于北北京瑜舍酒店内的⼤大型装置作品“初露露蜂芒”。 

公共单元2020则邀请到策展⼈人尤洋，呈现了了包含20位艺术家多媒介作品的主题群展“塑 | 像”，该

展览委托艺术家根据主题创作的新作品与多年年来属于798内的公共作品处于⼀一种对话关系中，并⿎鼓

励艺术家之间即兴地产⽣生彼此介⼊入的⾏行行为。公共单元2020亦⾸首次将线上直播引⼊入该单元，拓拓展了了

当代艺术与⼤大众互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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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 
特别展览项⽬目
画廊周北北京2019泰康特展  “中国⻛风景：2019泰康收藏精品展”

合作⽅方：泰康保险集团（画廊周北北京2019⾸首席赞助）  

策展⼈人：唐昕 

展览以⽂文艺与政治、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代、形式与语⾔言等中国现当代的重要议题为线索，呈现⽼老老、中、⻘青三代

共55位艺术家的70余件作品，囊括了了20世纪40年年代以来的200余件⽂文献资料料。展览以超越以往的收藏框架展示及编

年年叙事，通过多线索并置，深⼊入提示中国红⾊色时期艺术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复杂联系，为观众展开⼀一幅泰康学术研究

及收藏体系中的新中国美术70年年发展图卷。

画廊周北北京2021特别公共项⽬目  “⽇日落放映”

合作⽅方：美凯⻰龙艺术中⼼心（画廊周北北京2021⽂文化合作伙伴） 

“⽇日落放映”邀请艺术家何颖宜为⽇日落游荡者们搭建了了⼀一处可以在漫漫夕阳下停留留、闲聊、⼩小酌的场地。在这个绿意

盎然的⼩小丘上，⼈人们可以通过户外屏幕观看美凯⻰龙艺术中⼼心的“⾚赤屏”项⽬目委任制作的影像。其中，来⾃自陈轴、陶

辉、陈天灼、刘沁敏敏、郑可与谭婧、唐潮等艺术家的新创作将以线下展映的⽅方式展现，⽽而何颖宜的互动装置《离开

爱⼈人的50种⽅方法》也会为原本的停⻋车场空间增添不不少别样体验。 

画廊周北北京2021 I Do公益艺术展览“Will —— I Do公益项⽬目特展”

合作⽅方：I Do（画廊周北北京2021⾸首席赞助） 

策展⼈人：尤洋 

展览由策展⼈人尤洋携⼿手2020年年 I Do 基⾦金金会进藏⽀支教的刘晓辉、冷⼴广敏敏、蒲英玮、杨伯都、赵赵、郑国⾕谷等6位艺术

家共同呈现，同时也向⼤大家展出了了历年年来参与 I Do 公益项⽬目的⻄西藏学⽣生的作品。希望通过展览吸引更更多⼈人关注并参

与到公益艺术中来，帮助更更多孩⼦子实现梦想。

画廊周北北京公共单元2021特展 “⽵竹⼦子作为⽅方法”

合作⽅方：国际⽵竹藤中⼼心（画廊周北北京2021公共单元项⽬目合作伙伴） 

策展⼈人：魏颖 

作为2021年年“公共单元”的特别延伸，画廊周北北京和国际⽵竹藤中⼼心开启跨界公共艺术展览合作。展览汇集了了21组与⽵竹

（植物）有关的当代艺术作品，试图探讨在⾮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竹⼦子在艺术、科技与⽣生态等多重维度之中的新

形象。

16



“中国⻛风景：2019泰康收藏精品展”展览海海报，2019 “⽇日落放映”展览海海报与现场，2021

“⽵竹⼦子作为⽅方法”展览海海报，2021 “Will —— I Do公益项⽬目特展”展览海海报，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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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日项⽬目

每年年的画廊周北北京均设置持续三天的贵宾⽇日。贵宾⽇日期间，画廊周北北京联合各参展画廊、机构、合

作伙伴为到访贵宾提供优质的展览内容、艺术体验活动和相关的配套服务。

结合当代艺术语境，画廊周北北京与包含苏黎世艺术周、frieze等合作伙伴合⼒力力邀请⾏行行业精英展开关

于私⼈人收藏、企业收藏、当代艺术市场发展、艺术家成⻓长⽣生态、艺术形式与媒介、对危机的回应等

相关讨论。

主题论坛

画廊周北北京 x frieze “企业收藏的影响⼒力力和重要性” 
论坛现场，2019

“收藏家的⻆角⾊色未来如何更更好的发展以及促进艺术⽣生态及城市⽂文化的发展” 
论坛现场，2021

画廊周北北京 x 苏黎世艺术周 “企业收藏如何助⼒力力企业⽂文化构建——来⾃自中瑞两国视
⻆角的⽐比较” 
论坛现场，2021

“This is Me！中国年年轻艺术从业者系列列⾏行行为论坛” 
论坛现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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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从卉 

王鲁炎 

温凌 

应惟伟 

余亮 

张渊  

赵屹松  

⼦子静 
Annette Bhagwati 

Daniel Birnbaum 

曹丹丹 

曹斐 

吕静静 

汉斯-乌尔⾥里里希·奥布⾥里里斯特 Hans-Ulrich Obrist 

格雷雷⼽戈⾥里里·斯塔格 Gregor Staiger 

María Beguiristain Barrientos 

丹丹尼尔·鲍曼 Daniel Baumann 

Nathan Clements-Gillespie 

刘韡 

伊娃·培森胡柏 Eva Presenhuber 

曲科杰 

谢清 Claire Shea 

Amy Sherlock 

孙宁 

王津元 Jenny Wang 

知美术馆总监 

艺术家 

艺术家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理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智库研究员 

独⽴立当代表演艺术策划⼈人、制作⼈人、写作者 

华宇⻘青年年奖发起⼈人、华宇集团副总裁 
⼴广东时代美术馆副馆⻓长、南⽅方收藏家联合会执⾏行行馆⻓长、五⾏行行会秘书⻓长  

苏黎世⾥里里特⻉贝格博物馆馆⻓长 

Acute Art总监 

现代传播集团⽂文化艺术平台总裁，《艺术界LEAP》《艺术新闻中⽂文版》出版⼈人 

艺术家 

北北京公社总监 

伦敦蛇形美术馆艺术总监 

苏黎世格雷雷⼽戈⾥里里·斯塔格画廊创始⼈人 

桑坦德银⾏行行基⾦金金会艺术与展览总监 

苏黎世Kunsthalle美术馆馆⻓长 

Frieze Masters 艺术总监 

艺术家 

伊娃·培森胡柏画廊创始⼈人 

魔⾦金金⽯石空间创始⼈人 

⾹香港Para-Site艺术中⼼心副总监 

frieze杂志副主编 

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联合创始⼈人 

复星艺术中⼼心主席

往届论坛嘉宾：

Lionel Aeschlimann 

鲍栋 

琵拉·柯芮斯 Pilar Corrias  

杜杰 Jeff Du 

Arthur Fink 

维克多·吉斯乐 Victor Gisler 

关东元 

胡向前 

⻩黄晓华 Jerry Huang 

贾伟  

江馨玲 Lorraine Kiang Malingue 

焦雪雁  

李李兰芳  

李李棋 

李李⼦子旸 

刘兰  

鲁明军 

陆兴华 

卢迎华 Carol Yinghua Lu 

⼩小⻨麦 René Meile 

乔志兵 

⽥田霏宇 Philip Tinari

瑞⼠士美宝集团执⾏行行合伙⼈人 

策展⼈人 

柯芮斯画廊创始⼈人 

⼴广东时代美术馆理理事、北北京⽊木⽊木美术馆理理事、收藏家 
瑞⼠士荣格集团收藏策展⼈人  

Mai 36画廊创始⼈人  

收藏家 

艺术家、⼴广州画廊主理理⼈人 

北北京中间艺术基⾦金金会执⾏行行理理事，北北京⻄西⼭山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SPURS Gallery管理理合伙⼈人  

⻢马凌画廊联合创始⼈人、总监 

拾拾萬空间创始⼈人  

艺·凯旋画廊创始⼈人，北北京画廊协会会⻓长  

策展⼈人、批评家 

⾃自由撰稿⼈人  

UCCA创始理理事,  “The Room” 创始⼈人 

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年研究员、策展⼈人、剩余空间艺术总监 
哲学家、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  

艺术史学家、策展⼈人，北北京中间美术馆馆⻓长 

⻨麦勒勒画廊合伙⼈人  

上海海油罐艺术中⼼心创始⼈人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UCCA集团CEO 
2021 

2021, 2020, 2019 

2021 

2021, 2019 

2021 

2021, 2019 

2021 

2021 

2021 

2021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19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19 

2021 

2021, 2019 

2021, 202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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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日项⽬目

尊享贵宾导览 

根据主单元和特约单元展览内容，画廊周北北京推出精⼼心设计的导览路路线，并设⽴立专场招待活动。导

览由画廊机构负责⼈人、策展⼈人、艺术家或其他业内资深从业⼈人员引导，为贵宾创造深度专业的艺术

体验与更更近距离的交流机会。

艺术家⼯工作室探访 

画廊周北北京带领受邀藏家探访本地艺术家⼯工作室以了了解艺术家创作的过程。

尊享贵宾导览，魔⾦金金⽯石空间，2021

艺术家汪建伟⼯工作室探访，2020

公共单元策展⼈人尤洋导览，2020

20

艺术家徐冰⼯工作室探访， 2019



社交活动 

根据到访贵宾的多样需求，画廊周北北京组织了了丰富多样的社交活动。2021年年，欢迎派对与路路易易威登

北北京Espace⽂文化艺术空间合作举办，欢送派对则特邀⾳音乐⼈人Howie Lee和博譞带来电⼦子实验⺠民乐演

出。2020年年，开幕派对特邀新势⼒力力单元艺术家蒲英玮和张⽂文⼼心带来开幕表演。2019年年，开幕派对

与泰康空间合作举办，余兴派对与⽊木⽊木美术馆和Frieze合作举办。

画廊周北北京 x 路路易易威登北北京Espace⽂文化艺术空间  
欢迎派对现场，2021

特邀艺术家张⽂文⼼心 & Fishdoll开幕表演 
开幕派对现场，2020

21

收藏探访 

画廊周北北京亦组织本地藏家的收藏探访，为藏家群体创造互访交流的机会。

刘兰私⼈人收藏探访，2021 唐炬私⼈人收藏探访，2020



此外，画廊周北北京邀请到国内外重要藏家、画廊机构负责⼈人、知名国际策展⼈人及艺术家等300位重

量量级嘉宾出席年年度晚宴，往届嘉宾包括：

丹丹尼尔·鲍曼 Daniel Baumann 
苏黎世Kunsthalle美术馆馆⻓长 

克劳斯·⽐比森巴赫 Klaus Biesenbach 
洛洛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LAMoCA）馆⻓长，前MoMA PS1总监、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首席策展⼈人 

凯伦与克⾥里里斯蒂安·鲍罗斯夫妇 Karen and Christian Boros 
德国最重要的私⼈人藏家之⼀一 

詹姆斯·基思·布朗与埃⾥里里克·迪芬巴赫 James Keith Brown 
and Eric Diefenbach 
美国最重要的私⼈人藏家之⼀一、New Museum董事会主席 

克⾥里里斯托夫·多斯瓦尔德 Christoph Doswald 
苏黎世市⽴立公共艺术项⽬目总监、Art and the City 策展⼈人 

维克多· 吉斯乐 Victor Gisler 
Mai 36画廊创始⼈人 

迈克尔·⾼高⽂文 Michael Govan 
美国洛洛杉矶郡⽴立美术馆（LACMA) 馆⻓长 

格雷雷格·穆尔 Gregor Muir 
英国泰特美术馆国际收藏部总监 

哲罗姆·努泰（⿊黑阳）Jérôme Neutres 
巴黎⼤大皇宫战略略发展部总监 

汉斯-乌尔⾥里里希·奥布⾥里里斯特 Hans-Ulrich Obrist 
伦敦蛇形美术馆艺术总监 

安·菲尔宾 Ann Philbin 
美国加州⼤大学洛洛杉矶分校哈默博物馆馆⻓长 

伊娃·培森胡柏 Eva Presenhuber 
伊娃·培森胡柏画廊创始⼈人 

唐纳德与梅梅拉·鲁⻉贝尔夫妇 Donald & Mera Rubell 
北北美最⼤大的当代艺术私⼈人收藏家族之⼀一 

乌⾥里里与瑞塔·希克夫妇 Uli & Rita Sigg 
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赞助⼈人 

安妮塔与珀尤·扎布罗多维奇 Anita & Poju Zabludowicz 
扎布罗多维奇收藏创始⼈人

陈东升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行官 

⻩黄晓华 Jerry Huang 

北北京中间艺术基⾦金金会执⾏行行理理事，北北京⻄西⼭山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钢 
国内最重要的藏家之⼀一 

刘兰 
UCCA创始理理事,  “The Room” 创始⼈人 

刘⾹香成 Liu Heung Shing 
著名摄影家，上海海摄影艺术中⼼心创始⼈人 

彭北北⾠辰辰  Peng Pei-Cheng 
台湾地区最重要藏家之⼀一 

乔志兵 
上海海油罐艺术中⼼心创始⼈人 

唐炬 
国内最重要的藏家之⼀一 

唐昕 
泰康保险集团艺术品收藏部负责⼈人、泰康空间总监、策展⼈人 

⽥田霏宇 Philip Tinari 
UCCA当代艺术中⼼心馆⻓长，UCCA集团CEO 

曾⽂文泉 Rudy Tseng 
台湾地区最重要的藏家之⼀一 

王津元 Jenny Wang 
复星艺术中⼼心主席 

吴⼦子衔及陈丽⽟玉夫妇 Stephen Wu & Cynthia Chen 
台湾地区最重要的藏家之⼀一 

谢清 Claire Shea 
⾹香港Para-Site艺术中⼼心副总监 

姚谦 Chien Yao 
⾳音乐⼈人、作家、艺术收藏者 

张锐 
国内最重要的藏家之⼀一 

张⼦子康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赵屹松 
华宇⻘青年年奖发起⼈人，华宇集团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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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周北北京 ×《NYLON尼⻰龙》 
导览现场，2021

画廊周北北京 ×《北北京⻘青年年周刊》× 洪晃 
导览现场，2020 

公众⽇日项⽬目
公众⽇日期间，画廊周北北京联合多个⽂文化合作机构与媒体推出围绕当代艺术的前沿话题、实践与表现

形式等公众体验活动。

⼤大众艺术之旅

画廊周北北京与安邸AD、百度百科、北北京⻘青年年周刊、Hi艺术、InStyle优家画报、NYLON尼⻰龙、腾讯

艺术、微博艺术、雅昌艺术⽹网、在艺等媒体合作，通过线上招募精准聚焦艺术爱好者，为⼤大众、KOL

定制观展路路线并提供导览服务。

画廊周北北京 × 法国⼤大使馆 “艺术与⽣生态” 
论坛现场，2021 

画廊周北北京 × 中间美术馆 “多区域的共时——后现代主义与全球80年年代” 
论坛现场，2021 

论坛与表演

画廊周北北京针对公众积极开展⼀一系列列⾃自主策划或与媒体/机构联合举办的论坛与表演项⽬目。曾与法

国⼤大使馆、⼭山中天艺术中⼼心、中间美术馆、罗博报告、栩栩华⽣生媒体集团合作举办主题论坛，与歌

德学院（中国）合作⼤大型沉浸式⽂文献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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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周北北京 × art book in China 
“在纸间跳跃的字”艺术书⼯工作坊现场，2021 

画廊周北北京 × art book in China 
“能尖⽇日：重叠⾍虫蝶”艺术家书⼯工作坊现场，2019 

艺术⼯工作坊

艺术⼯工作坊由画廊周北北京联合艺术出版机构art book in China在公众⽇日期间特别策划呈现。

直播活动

画廊周北北京 × ⼀一条 
公共单元策展⼈人导览“⽆无限的公共”，2021

画廊周北北京 × 百度直播 
公共单元⾏行行为艺术直播“多余的画廊”，2020 

除线下活动外，画廊周北北京与百度、快⼿手、⼀一条、在艺等媒体合作，积极开展直播项⽬目。其中2021

年年10场论坛直播回放总观看⼈人次超200万，2020年年的单场直播观看⼈人次超19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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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通票

2021年年，画廊周北北京联动包含北北京中间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路路易易威登北北京Espace⽂文化

艺术空间、⽊木⽊木美术馆、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山中天艺术中⼼心在内的37家参展画廊、⾮非营

利利机构与多家票务平台于公众⽇日期间推出“画廊周北北京2021展览通票”，并通过与优质媒体合作传播

促进北北京地区的艺术⽂文化交流，⿎鼓励⼤大众体验当代艺术展览，积极推动艺术公共教育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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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全年年延伸活动

⾃自2019年年起，画廊周北北京将贵宾服务延伸⾄至全年年，致⼒力力于成为提供全球视野的艺术鉴赏与收藏平

台。画廊周北北京集结北北京地区 优质的当代艺术资源，携⼿手当代艺术专业⼈人⼠士，针对有不不同收藏需

求的个⼈人及企业客户，组织和定制包含展览开幕预览、专业导览、沙⻰龙讲座、艺术家⼯工作室探访、

宴会派对以及国际艺术交流之旅在内的⼀一系列列专属艺术活动，活动半径从北北京本地扩展⾄至全球，帮

助资深藏家和企业梳理理、完善收藏体系，为新晋藏家提供视⻆角与⽅方向，不不断创造让各⽅方艺术爱好者

与国际当代艺术世界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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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导览：夜游画廊，2019

贵宾导览

私享沙⻰龙，2019

私享沙⻰龙

秋⽇日派对 ：画廊周北北京三周年年庆，2019

派对

艺术之旅

贵宾导览：北北京当代·艺术展，2020

国际艺术之旅：苏黎世艺术周，2019 国际艺术之旅：伦敦弗⾥里里兹艺博会，2019

私享沙⻰龙，2019

上海海艺术之旅：⻄西岸艺博会与Art021，2020

私享沙⻰龙，2019

游艇派对：夜泛秋江外滩尊享酒会，2019 游艇派对：夜泛秋江外滩尊享酒会，2019

贵宾导览：夜游画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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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全年年内容策划

⾃自项⽬目启动以来，画廊周北北京结合当代艺术领域中的时事热点话题，⾃自主策划、采编、输出⾼高质量量

的原创视频和专题⽂文章，于每年年持续推送，⽬目前已形成多个成熟的专栏内容，包括“⾃自由定艺”系列列

（近40位中国及国际重要艺术家采访视频及⼯工作室探访）；“聚焦现场”系列列（探访近10场⼤大型群展

及艺术家回顾展现场，策展⼈人导览）；“收藏之道”系列列（共5辑当代艺术收藏专题采访⽂文章，涵盖国

内外重要收藏家）；“艺周展讯” 系列列（每周展览精选，以简洁明快的⽅方式推介参展机构展览）。同

时，画廊周北北京制作的中英双语内容，于微信、微博、Instagram、Facebook等主流社交媒体平

台、官⽅方⽹网站和官⽅方App上同步更更新，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分享艺术观点，在业内获得良好的⼝口碑碑与反

馈。 

  

在画廊周北北京2021期间，项⽬目内容按照不不同的⽅方向被分为不不同板块，⽤用以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宣

传。视频的形式不不仅能够直接⼜又⽣生动地呈现出展览信息、艺术家和策展⼈人的理理念、收藏家的⼼心路路历

程，⽽而且因其体裁的特性，能够在平台上传播时拥有较⼤大的覆盖⾯面。公众在观看视频时能够对艺术

家、策展⼈人、收藏家、展览、机构增进了了解，这也将为艺术本身意义包含的公共性、展示性、以及

需要观众参与的“阅读性”提供⼀一块虚拟空间之中的栖息地。多样的视频项⽬目共计获得主流⾃自媒体平

台20w+浏览量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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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与App

2020年年，画廊周北北京发布官⽅方App，具备在线展厅、活动⽇日程、新闻资讯和导航四⼤大功能。其核⼼心功

能在线展厅在活动期间24⼩小时开放，具备提供作品信息、清晰且多⻆角度⼤大图和创建愿望清单功能。 

2021年年，画廊周北北京App与官⽅方⽹网站同步升级，⽀支持参展机构⾃自主上传展览、作品及活动信息，并新

增作品咨询与预定功能。同时，导航系统全⾯面升级，与移动端常⽤用地图APP兼容，同时⾃自动检测附近

的参展艺术机构。

APP⾸首⻚页⽹网站⾸首⻚页

30



ᩩۗӨ֢ݳվ֎



赞助与合作伙伴

泰康保险集团 

I Do 

美凯⻰龙艺术中⼼心 

国际⽵竹藤中⼼心 

北北京诺⾦金金酒店 

瑜舍 

北北京望京凯悦酒店 

北北京东隅酒店 

北北京四季酒店 

北北京王府井⽂文华东⽅方酒店 

保时捷 

玛莎拉蒂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海海南航空 

BOE，BOE画屏 

dresscode 

京A 

北北平机器器  

望京⼩小腰 

爱特咖啡 

Soloist Coffee 

凯怡葡萄酒  

观冶 

N12 

苏黎世艺术周  

Frieze  

Para-Site Art Space  

北北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 

法国驻华⼤大使馆 

⼤大千当代艺术中⼼心  

现代汽⻋车⽂文化中⼼心 

现代传播集团  

栩栩华⽣生媒体集团 

art book in China 

屏幕间  

画廊周北北京  GALLERY WEEKEND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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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合作伙伴

时尚芭莎艺术  

芭莎艺术 

⽹网易易艺术  

艺术商业  

艺术市场  

Scope艺术客  

798艺术汇  

博物馆头条  

云图创意媒体  

the Artling  

艺术中国  

茜茜姐妹 

Art Press  

Noblesse望  

北北京⽇日报  

中国美术报  

TimeOut北北京 

中国⽇日报⽹网  

北北京商报 

新浪⽹网 

快⼿手 

百度直播 

Berlin Art Link 

IDEAT理理想家 

Jing Culture & Commerce 

开眼 

MOUSSE 

搜狗输⼊入法 

⼀一条 

微博艺术 

798艺术汇

ARTFORUM艺术论坛  

frieze 

ArtReview & ArtReview Asia 

现代传播集团 

艺术新闻中⽂文版 

艺术界LEAP 

栩栩华⽣生媒体集团 

卷宗Wallpaper 

T中⽂文版 

出⾊色WSJ. 

NYLON尼⻰龙 

百度百科 & 百度百科博物馆计划 

Artsy 

Artnet 

Artpro 

Spike Art Magazine 

凤凰艺术 

罗博报告 

费加罗周刊 

北北京⻘青年年周刊 

安邸AD 

InStyle优家画报 

OCULA 

腾讯艺术 

单读 

澎湃新闻 

界⾯面⽂文化 

雅昌艺术⽹网 & 艺术头条 

在艺App 

VART 

Hi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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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艺⼈人与KOL

阿朵 
⾳音乐⼈人

陈伟霆 

歌⼿手、演员

⾼高仁 

演员

韩庚 

演员、歌⼿手

好妹妹乐队 
（张⼩小厚、秦昊）

胡军 

演员

卢婧姗 

演员
吕⼀一 

演员

⻢马艳丽 
时装设计师

⽊木⼦子洋 

歌⼿手、模特

童⻜飞 

演员
童瑶 

演员

五条⼈人乐队 
（阿茂、仁科）

徐峥 

演员

项偞婧 

艺术推⼴广者、模特 

LULU的旅⾏行行⽇日记 

时尚博主 

洪晃 
媒体⼈人

⻢马鲨鲨 
电影编剧、VLOG博主

少⼥女女⻝⾷食⼈人花&北北野五花⾁肉 

时尚博主、VLOG博主
杨好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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