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开幕倒计时
完整参展画廊名单正式公布
五周年公众版块全面升级
亚洲五城预热圆满结束

“影像上海”九月遍布全城

（2018 年 9 月 10 日，上海） 2018 年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PHOTOFAIRS Shanghai）的各项筹备工
作已进入倒计时阶段。作为亚太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摄影与影像艺术博览会，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已步入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五年。第五届“影像上海”将于 2018 年 9 月 21-23 日回归上海展览中心（9 月 20
日为藏家预展和五周年庆典），并由合作伙伴保时捷（Porsche）联合呈现。

为庆祝五周年，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将呈现高度国际化的画廊阵容，五大公众项目版块也将全面升级。
博览会聚焦推动影像媒介边界的画廊及艺术家，将汇聚来自亚太、欧洲以及北美 15 个国家、27 个地区
的 55 家参展画廊，组成强大的展览阵容，带来大师杰作、当代摄影、大型装置、移动影像以及 150 余

位国内外艺术家的最新创作。影像上海博览会举办期间，上海本土艺术机构及美术馆将纷纷推出诸多重
要的摄影展，给九月的“影像上海”更添精彩。

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于七月启动了亚洲五城预热活动。活动面向亚太地区的藏家群体、艺术界人士和重
要影像艺术机构，分别在台北、香港、深圳、广州和北京举办了藏家之夜系列晚宴，并开展关于艺术影
像收藏的讨论和对话，日前已圆满完成。博览会在上海的各项筹备工作也已进入倒计时阶段。

影像艺术博览会集团总监 Georgia Griffiths 表示：“我对第五届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充满期待。从

2014 年参展至今的画廊到今年全新的公众项目版块，2018‘影像上海’的阵容可谓迄今最为强大的一届，
是参展画廊成就了这个博览会。同时，我们已为亚太地区的摄影艺术搭建起了真正的国际舞台，为中国
艺术家在国际影像领域带来更大的知名度而倍感自豪。”

置身世界顶级画廊及艺术家的盛会

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聚集了世界各地的前沿画廊、精心策划的公众项目版块、顶尖艺术家以及权威专家，
为公众带来非凡的影像艺术体验。

教科书级别的摄影大师，包括：

· 首次参展的 Galerie Thaddaeus Ropac（巴黎，萨尔茨堡&伦敦）将带来资深女权主义行为艺术
家 VALIE EXPORT 的作品。她的行为艺术和电影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最为激进的女权主义宣
言。同时，该画廊还将展出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以及欧文·潘（ Irving Penn）
的划时代力作。

·

玛格南图片社（伦敦&巴黎）将呈现马克·吕布（Marc Riboud）、 吉姆·高德伯格（Jim

Goldberg）以及埃里克·索斯（Alec Soth）的巨作。
· Taka Ishii Gallery (东京 & 纽约) 及 art space AM (东京) 将独立呈现荒木经惟的静物和拼贴作品。

·

香格纳画廊将带来备受藏家青睐的作品，如鸟头、陈维、蒋鹏奕、赵仁辉的创作。画廊还将携诸多艺

术家亮相『洞见』特展版块。

新生代艺术家包括：

·

Galerie Photo 12 (巴黎, 洛杉矶& 上海)将展出挪威摄影艺术家安雅·尼埃米（Anja Niemi）职业

生涯中最为令人兴奋的作品。她也将出席『对话』版块。

·

三影堂+3 画廊（北京&厦门）画廊将携新一代摄影艺术家邵文欢、张克纯的最新作品亮相。

·

德玉堂画廊（上海）将带来当代艺术家杨泳梁从未展出过的影像装置。

·

KÖNIG GALERIE (柏林 & 伦敦) 将带来 Annette Kelm 的作品，这也是其首次亮相影像上海艺

术博览会及复星基金会（上海）。

·

杜梦堂（上海，巴黎&纽约）将首次呈现亨克·范·任斯伯格(Henk van Rensbergen)的冥想式建筑

摄影作品。

·
·

前波画廊（纽约&北京）将带来前沿影像艺术生力军廖逸君及塔可的作品。

Vanguard 画廊（上海）将带来电影制作人及艺术家朴庆根(Kelvin Kyung Kun Park)的作品。

博览会期间，上海 OCAT 将举办朴庆根的专题研讨会。

·

贺裴尔艺术空间（海牙&台北）及 rin art association（高崎）将其中国首秀献给了影像上海艺术

博览会。

中国前沿画廊及艺术家：

博览会将为几代中国画廊提供平台，体现了影像艺术博览会对中国本土艺术界的信心和投入。名单包括
艾可 (上海)、BETWEEN 艺术实验室(北京) 、 Brownie Projects (上海), 以及老牌画廊如：北京艺
门画廊(北京 & 香港)、香格纳画廊 (上海, 北京 & 新加坡)、千高原艺术空间 (成都)、德玉堂画廊（上海）

以及泰吉轩 (北京)等等。

诸多画廊聚焦中国当代艺术家：

·

北京艺门画廊将携张大力以及柳迪两位艺术家参展。前者的创作包括雕塑、涂鸦及绘画，后者则将

数码技术应用于创作，聚焦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冲突。

·

佩斯画廊将带来中国知名艺术家海波的《南方》系列作品的首展，还将推出屡获殊荣的艺术家洪浩的

作品。

·

刺点画廊（香港）将呈现蒋志最新系列作品“旧颜”。同期，成都麓湖 A4 美术馆也将展出其系列视频

作品。

·

千高原艺术空间将带来陈秋林最受关注的视频作品，该作品记录了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庆祝“影像上海”五周年，五大公众版块全面升级

“影像上海”精心策划的公众项目历来备受关注，各大公众项目版块不仅探索艺术、摄影和技术之间的交
汇点，也通过博物馆级品质的展览、讲座及书籍签售，让观众感受到摄影艺术令人难以抗拒的美学和智
慧力量。

除早先公布的『对话』版块，以及『洞见』特展——由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支持呈现、王宗孚
(Victor Wang) 策展的两代艺术家同台重构的《物是人非》，“影像上海”也完整公布五大公众版块项目：

· 『在场』版块中，乔瓦尼·欧祖拉（Giovanni Ozzola）的大型“自拍墙”将出现在博览会的入口。乔瓦
尼·欧祖拉是一位跨学科艺术家，以对光媒介的运用而闻名。这个装置作品由两部分组成，将为观者创

造出一种视觉幻象，仿佛自身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除该作品外，常青画廊（圣吉米尼亚诺，北京，穆
琳 & 哈瓦那）也将在展会上呈现卡斯滕·霍勒（Carsten Höller）、汉斯·欧普·德·贝克（Hans Op de
Beeck）以及庄辉的作品。并在『焦点』版块中带来杉本博司的特别展览《天国之扉》。

· 白承祐(SeungWoo Back) 和元性媛(Won Seoungwon)的装置将出现在『在场』版块。两位韩国艺术
家的作品极具现实思考。在驻上海韩国文化院（Korean Culture Center, Shanghai）和昊美术馆的
支持下，两位艺术家将与著名艺术史学家、批评家和策展人李龙雨教授开启进一步研讨。

· 此次博览会首次呈现的『连接』版块，聚焦创作动态影像的艺术家，将展出由文化合作伙伴錄映太
奇 （香港）带来的香港多媒体艺术家陈敬元（Joseph Chen）的作品“重庆绕道”的全球首映。 “重庆绕
道”将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錄映太奇更为广泛的放映计划的一部分，每天在博览会的对话论
坛室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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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PHOTOFAIRS | Shanghai)
时间与日期:
9 月 20 日 14:00 - 19:00 藏家预展（仅限受邀贵宾）
9 月 21 日 12:00 - 18:00 贵宾预展（仅限受邀贵宾及限量购票观众）
18:00 - 21:00 贵宾之夜（仅限受邀贵宾及限量购票观众）
9 月 22-23 日 11:00 - 18:00 公众日
地址: 上海展览中心，延安中路 1000 号，近铜仁路。
购票：http://tickets.photofairs.cn

2018 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参展画廊名单：
核心（Main）版块

10 号赞善里画廊 (香港); 千高原艺术空间 (成都); 艾可 (上海); ART LABOR (上海); art space AM
(东京); ArtCN 画廊 (上海); Being 3 Gallery (北京); BETWEEN 艺术实验室 (北京); 刺点画廊 (香港);
Boccara Art (纽约, 北京, 伦敦, 香港, 帕洛阿尔托, 首尔, 哈瓦那); Books & Photographs (巴黎);
Brownie Project (上海); C14 画廊 (上海); 前波画廊(纽约 & 北京); Christine Park Gallery (伦敦 &
纽约); 希帕画廊 (北京); 蛙人艺术 (北京); 杜梦堂(上海, 巴黎 & 纽约); Galerie Thaddaeus Ropac (巴
黎, 萨尔斯堡 &伦敦); 常青画廊 (圣吉米尼亚诺, 北京, 穆琳 & 哈瓦那); In The Gallery (哥本哈根); 聚荟
艺术 (北京); KLV Art Projects (维也纳); KÖNIG GALERIE (柏林 &伦敦); Lucie Chang Fine

Arts (香港); M 艺术空间 (上海); 玛格南图片社 (伦敦 & 巴黎); 德玉堂画廊 (上海); Matthias Küper
Galleries (斯图加特&北京); 玖空间 (上海); Novalis Contemporary Art (香港); 单行道画廊 (北京);
佩斯画廊 (纽约, 帕洛阿尔托, 伦敦, 巴黎, 首尔& 北京); 全视影像画廊 (郑州); 北京艺门画廊 (北京 & 香

港); 贺裴尔艺术空间 (海牙 &台北); Galerie Photo 12 画廊 (巴黎, 洛杉矶 & 上海); rin art
association (高崎); see + gallery (北京); 香格纳画廊 (上海, 北京& 新加坡); Taka Ishii Gallery (东
京 & 纽约); 三影堂+3 画廊（北京&厦门）; 时光空间画廊 (北京 & 郑州); 泰吉轩画廊 (北京)以及
Vanguard Gallery (上海)。

『连接』版块文化合作伙伴:

昊美术馆（上海），NOWNESS(上海)，录像局（北京&广州）以及錄映太奇（香港）。

『洞见』版块画廊:
艾可(上海)，北京公社，BANK (上海)，常青画廊 (圣吉米尼亚诺, 北京, 穆琳 & 哈瓦那)，长征空间 (北

京)，没顶画廊 (上海)，香格纳画廊 (上海, 北京& 新加坡)以及 Galerie Liusa Wang (巴黎)。

『在场』版块画廊:
阿拉里奥画廊 (上海, 天安 & 首尔)，常青画廊 (圣吉米尼亚诺, 北京, 穆琳 & 哈瓦那)，Gana Art

Gallery (首尔& 釜山) & Suum Projects (首尔)，长征空间 (北京)以及单行道画廊(北京)。

赞助商:

2018 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由保时捷（Porsche）联合呈献，并得到以下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主题展
览合作伙伴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影像合作伙伴徕卡相机（Leica Camera）、艺术书籍与
作品输出合作伙伴雅昌（Artron）、创意合作伙伴 YYO Communications、贵宾合作伙伴招商银行
（China Merchants Bank）、战略合作伙伴 Branding Shanghai、家具合作伙伴达克斯娜
（DUXIANA）、艺术纸合作伙伴德国哈内姆勒艺术纸（Hahnemühle）、活动合作伙伴色影无忌
（XITEK）、影像制作合作伙伴乐图(LOTO ART)、酒类合作伙伴 Pont des Arts、Prosecco On

Wheels (by Jell&Co)、1664 啤酒、餐厅合作伙伴光与盐、艺术咖啡合作伙伴 Brownie Art Cafe。

文化合作伙伴:

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很荣幸与以下全球机构合作：奥地利驻上海总领事馆 、Cc 基金会（上海）、昊美
术馆（上海）、驻上海韩国文化院、芝加哥当代摄影博物馆、NOWNESS（上海）、Open Eye

Gallery （利物浦）、Para Site（香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OCAT 上海馆、University of
Salford Art Collection（索尔福德）、 錄映太奇 （香港）、录像局（北京&广州）。

关于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

作为亚太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影像艺术平台、中国大陆国际化程度显著的艺博会，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
（PHOTOFAIRS ｜Shanghai）在过去几年中，对亚洲艺术影像市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亦建
立起关于艺术影像媒介权威和活跃的交流平台。影像上海保持开拓精神，聚焦国际前沿，以博物馆品质
提供诸多版块的全新内容，为亚太藏家、观众和专业人士提供欣赏和发现影像艺术的上佳体验。影像上
海艺术博览会（PHOTOFAIRS｜Shanghai）的参展画廊均通过严格甄选和精心策展，分布在核心
（Main） 和平台（Platform）两大版块，前者汇集了专注于现当代摄影的国际顶尖画廊，后者则是新
兴艺术家和国际画廊的重要平台 。从教科书级别的艺术大师，到活跃在国际摄影和移动影像前沿的艺
术新星，逾百位各个年龄层次的优秀艺术家的力作将济济一堂。博览会亦推出『在场』（Staged）、
『洞见』（Insights）、『焦点』（Spotlight）、『对话』（Conversations）等精彩特展和公众内容版
块。

关于世界摄影组织

世界摄影组织（World Photography Organization）是摄影活动的国际性平台，覆盖180多个国家。世
界摄影组织通过赞颂世界上最佳作品与摄影师，提升摄影相关话题的关注度，与全球的个人摄影师和行
业领先的合作伙伴都建立了长久的纽带。世界摄影组织每年举办一系列丰富的活动，包括：2018年第
十一届的全球规模最大的摄影竞赛——索尼世界摄影奖，当地会面及讲座以及专注于摄影的国际艺术博
览会——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和影像旧金山艺术博览会。更多详情见 www.worldphoto.org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影像艺术博览会官方账号
微信：PHOTOFAIRS影像艺术博览会
微博：PHOTOFAIRS影像艺术博览会
Instagram: @photofairs
媒体信息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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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Jay Arts & Communications 珀芥艺术传播
＋86 13916157043
chenjing@poeja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