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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燕 紫  ・ 簡 介  
 

 

童年 

 

章燕紫生於一九六七年，江蘇鎮江人。她父親的職
業獸醫是保護動物免受疾病和病菌的攻擊。這職業
對其女兒來說有著意想不到的影響，亦使章燕紫在
成長中經常接觸不同的醫療用具。 

 

她講述自己童年時的經歷：「小時候，父親在我們
家裡有一張舊式、可以鎖上的桌子。當父母不在家
時，我偷偷地打開它。我翻閱了桌子抽屜裡所有東
西，父親在學時期的照片、筆記本等。裡面還有一
個裝有聽診器的特別盒子，我會把聽診器放在耳朵
上，聽聽自己的心跳，也用它來唱歌，聽診器是我
最喜歡的玩具之一。我也玩注射器，用它把水注入
蒸饅頭裡，相當淘氣。 這些被禁止玩的東西使我的
童年充滿樂趣。」 

 

她在童年時曾與疾病戰鬥，使她在醫院逗留了一段
時間以治療血液問題。年輕的章燕紫在成長期間被
藥物包圍著。如藝評家巴巴拉·波拉克（Barbara 

Pollack）最近寫道：「對章燕紫而言，醫學治療是
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而不是健康失調時才存在的偶
發行為。」她在後來的藝術陳述中亦表達了自己的
醫療經歷。 

 

 

少年 

 

她年少時瞭解到自己的藝術才能，所以她專注練習
山水、花鳥等傳統水墨技巧的描繪。她還努力地令 

 

 

 

 

自己成為一個專業書法家，亦尋求在和諧恬靜的古
典風格藝術中，緩和自己的不安。 

 

在北京師範大學攻讀藝術後，九十年代時章燕紫專
注在家庭生活上，結婚及育有一個女兒。 

 

 

章燕紫和其作品《復蘇》，鋼筋、石膏、紗布、藥
材，2016 

 

 

疾病和靈感 

 

在 2000 年，她的丈夫患病了，更悲傷的是，她的
父親于 2001 年去世，其母親亦于 2003 年離去。在
短暫時間內繼連失去雙親的經歷對章燕紫產生了深
遠的影響：「我比其他人更早面對死亡。之後，我
經歷了一個漫長而焦慮的過程。」她描述了母親是
一個特別虔誠的佛教徒。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個月，
章燕紫與母親住在寺廟裡，那就是母親去世的地方。
「在她去世的那一天，我沒有哭。我在寺裡度過了
一個月，好像在那兒完成一個儀式，一個表演。我
們就像演員般陪伴她向西方極樂世界出發。」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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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堅信家庭的責任和孝道的美德：「作為她的後代，
我們必須滿足她的願望。」這段悲傷的經歷是章燕
紫成為職業藝術家的催化劑。她丈夫的病，加上其
父親的離去，鼓勵章燕紫以新的思維和表達方式重
投藝術。2002 年，她入讀北京中央美術學院，並
於 2007 年獲得水墨畫碩士學位。 

 

 

認可和讚譽 

 

父母去世後，章燕紫把自己沉浸在工作中。她參加
了 2004 年中國的「聲聲慢」第十屆全國美展和
2005 年的「風 雅 頌」第二屆北京國際雙年展。不
久之後，2007 年，她獲得中國文聯主辦的第五屆
中國畫展金獎。2008 年，章燕紫第一次在法國展
示她的作品，展覽名為「踏莎行」。之後於 2010

年她更將展覽帶到上海。 

 

 

《止痛帖》，布面水墨，2012-2013 

 

而 2010 年更是藝術家的轉捩點，她決定不再強調
傳統主題，而是專注於日常生活中的物與事。回想
起曾經困擾她的病史和童年玩過的醫療工具，她開
始描繪不同必需和持續伴隨我們生活的醫療工具和

儀器。這啟發了她 2013 年一個突破性展覽：「止
痛帖」。她母親去世的記憶也被融合在《止痛帖》
這件由成千上萬的佛像拼合而成的作品中。章燕紫
說：「在我的內心深處有一個想法，這作品是獻給
母親的。」徐累寫道：「很少中國藝術家在他們的
信仰中有那麼準確、觸動人心的、美妙的表達。」
創作了《止痛帖》後，章燕紫專注以中國的視角看
真理。 她以藝術治療人類疾病的哲學引起了很大的
共鳴。她亦反思人類在生活中尋求治癒的傾向，
「童年的良藥可能是一支棒棒糖或一個洋娃娃；青
年時的良藥可能是一段美好的友誼、愛情或旅程；
成年的良藥則是家庭、孩子、房子、事業、汽車；
有這些東西我們就能暫時忘記痛苦。」 

 

 

《空晶片 7》，紙上水墨、紗布，2016 

 

 

章燕紫慢慢被視為一個獨特的藝術家，為中國歷史、
傳統文化及多變的當代主題形成了橋樑。除了她有
關宗教和醫學的想像，她也會描繪昆蟲，與逝去的
大師齊白石進行一場對話。之後，她開始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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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到藝術圈內的好評。徐冰在《止痛帖》的開幕
禮上對章燕紫說：「我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參借了
西方很多的經驗，而沒有充分利用我們極其優秀的
傳統文化。事實上，我們仍需要研究如何利用出色
的中國文化。章燕紫的作品正好為我們提供了重要
的靈感。」 

 

業內專業人士的好評令她在比賽中取得成功：2013

年，她獲得了「百家金陵」畫展之金獎，同年她亦
獲得魯迅文化獎最佳藝術作品獎。 

 

獲獎之後的幾年裡，章燕紫積極到海外參加不同的
個人展覽和聯展，包括義大利潘波拉托藝術博物館
（PAN Palazzo delle Arti di Napoli）的展覽（2014

年）、中國北京馬奈草地美術館的「私房菜：女性
藝術家沙龍展」（2014 年）、方由美術主辦於香
港海事博物館舉行的「新水活墨」展覽（2014 年）
和中國上海「花事與清供」展覽（2014 年）。她
亦曾參與北京今日美術館（2013 年）、廣州 5Art 

藝術空間及巴塞爾藝術展（2015 年）之展覽。 

 

 

歷史和實驗 

 

2015 年夏天，章燕紫在香港醫學博物館駐留了
幾個星期。她創作了一系列名為《本》的作品，
是她在這段經歷中發現的歷史故事和個人見解之
成果。 

 

其後在 2016 年 7 月和 8 月的展覽，充分展示章
燕紫是一個積極重塑自己藝術家，並爭取不同機
會在新的創意方向發展她的藝術。該展覽延伸了
她治療、治癒和犧牲的主題，特別是受第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羅伯遜教授在博物館內自殺一事啟發，
創作的裝置藝術《復蘇》。《復蘇》是一個利用
紗布繃帶材料製成的翅膀裝置；位於《復蘇》旁
的則是融入了中草藥的繃帶條抽象方形畫。藝術
家還描繪醫療工具來創作水墨畫，包括一套七件
的《空晶片》作品，巧妙地利用膠囊鋁板作拓印工
具。此外，她從博物館地下室的一張手術床獲取靈
感，把止痛貼覆蓋於木架上，並以水墨描繪各類種
植在博物館草藥園內的草藥。藝評家黃專認為章燕
紫「描寫了現代人的焦慮及其治療方法」。是次展
覽得到眾多媒體關注和好評，如藝評家芭芭拉·波拉
克（Barbara Pollack）、皮道堅和藝術史學家朱麗
亞·安德魯斯（Julia Andrews）的支持。 

 

 

《口罩系列》，水墨設色布本，2020 

 

 

感受章燕紫 

 

藝術家邀請我們反思醫學如何治療身體，藝術如何
治癒精神情緒。在與精神病醫生的談話間展示了這
個理論如何能治療人們的心理狀況，並帶來正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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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效果。我們邀請大家一起參與章燕紫的治癒之
旅，感受藝術如何平靜內心和心靈。 

 

章燕紫現居於北京，並於中央美術學院擔任藝術資
訊網主編。章燕紫的作品被中國美術館、江蘇省美
術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義大利 L'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及瑞士愛彼博物
館(Audemars Piguet Museum)所收藏。2018 年，
她更於英國愛丁堡外科醫生大廳博物館及巴斯東亞
藝術博物館首次舉辦個人藝術展覽，展覽為期六個
月。 

 

此內容為方由美術擁有。未經許可切勿複製或分發本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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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燕紫 

章燕紫，江蘇鎮江人。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雙碩士學位。現就職於中央美術學院，碩士生導師。曾
在上海美術館、今日美術館、那不勒斯當代美術館、香港醫學博物館、英國愛丁堡 Surgeons’ Hall 

Museums 和巴斯東亞藝術博物館 (MEAA)舉辦個展，作品被中國美術館、香港 M+博物館、中央美院
美術館等多家藝術機構收藏。 

 

獎項 

2017 「止痛貼」參加獲佛羅倫斯雙年展 獲綜合材料大獎 

2013 「止痛貼」獲魯迅文化獎最佳藝術作品獎 

2007 
「踏莎行」參加“百家金陵”畫展 獲金獎 

「小翠」參加中國文聯主辦第五屆中國畫展 獲金獎 

2004 「紅玫瑰和白玫瑰」獲第十屆全國美展銅獎 

 

個展 

2019 「荷爾蒙」，The Victorian Artists Society，墨爾本，澳大利亞 

「自閉」，方由，香港，中國 

2018 「透氣」，巴斯東亞藝術博物館，薩默塞特，英國 

「所有的火山都不過是個青春痘」，Surgeons’ Hall Museums，愛丁堡，

英國 

2017 「至樂」，非凡仕藝術，北京，中國 

「章燕紫」，Volta2017，紐約，美國 

2016 「本」，香港醫學博物館以及方由，香港，中國 

2015 「解藥——章燕紫個，5Art 藝術空間，廣州，中國 

「止痛帖，巴塞爾藝術展，香港，中國 

2014 「THE REMEDY」，那不勒斯 PAN 當代博物館，意大利 

「花事與清供」，上海對照空間，上海，中國 

2013 「止痛帖」，今日美術館，北京，中國 

2010 「踏莎行」，上海美術館，上海，中國 

2008 「踏莎行」，上海美術館，上海，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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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收藏  

 

中國美術館 

江蘇省美術館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 

意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 

方由 

私人收藏 

 

參與聯展 

2021 「質文代變：當代水墨的多元表達」，北京大千畫廊，北京，中國 

「姓•名」，重慶悅來美術館，悅來，中國 

2020 「首屆濟南國際雙年展」，山東美術館，中國 

「新維度·2020 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作品展」，山東美術館，中國 

「雙城記」，VillageOne 畫廊，紐約，美國 

「DARKEST BEFORE DAWN, Art in a Time of Uncertainty」，Ethan 

Cohen KuBe，紐約，美國 

「Breakout」，Ethan Cohen 畫廊，紐約，美國 

「光陰的故事——二十四節氣藝術展」，武漢 Big House 當代藝術中心，中
國 

「肆意」，非凡仕藝術，北京，中國 

2019 「共同空間：後非遺時代的大運河敘事」，北京時代美術館，北京，中國  

「反觀寫意：首屆中國當代水墨畫學術邀請展」，嶺南美術館，台北，台灣 

2018 「中國新水墨作品展 1978-2018」，北京民生現代美術館，北京，中國 

「2018 中國當代水墨展 水墨，作為一種文化姿態」，鼎元國際藝術中心，
北京，中國 

2017 「Personal Structures - Identities」，威尼斯歐洲文化中心雙年展，威尼
斯，意大利 

「機杼」，金雞湖美術館，蘇州，中國 

「絲路雲裳」，太廟藝術館，北京，中國 

2016 「空間協商——沒想到你是這樣的」，第三屆 CAFAM 雙年展，中央美術學
院美術館，北京，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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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典亞藝博，方由，香港，中國 

「世‧象——中意藝術家聯展」，吉亞科莫藝術中心，卡普里島 ，意大利 

Art15，方由，倫敦，英國 

2014 「女性藝術家展」，蜂巢當代藝術館，北京，中國 

「私房菜：女性藝術家沙龍展」，馬奈草地美術館，北京，中國 

「來自水墨的新語境」，寺上美術館，北京，中國 

「新水活墨」，香港海事博物館以及方由，香港，中國 

「瞬間」，公益藝術展，5Art 藝術空間，廣州，中國 

2013 「大運河 第 55 屆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教區博物館，威尼斯 ，意大利 

2012 「再水墨」，2000－2012 中國當代水墨邀請展，今日美術館，北京，中國 

2010 「自我畫像」，女性藝術在中國，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北京，中國 

2007 中國百家金陵畫展 Z2 江蘇省美術館，南京，中國 

2005 「風 雅 頌」，第二屆北京國際雙年展，中國 

2004 「聲聲慢」，第十屆全國美展，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