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经芳 王令杰
郝经芳 一九八五年八月出生于山东招远
王令杰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出生于上海
wlingjie@wanglingjie.com
www.wanglingjie.com
创作活动 / 展览 :
2018

个展：La lumière n’existe pas / 光不存在
Anne-Sarah Bénichou 画廊，巴黎，法国

2017

Les Faits du hasard
Némo, 国际数字艺术双年展
104 艺术中心，巴黎，法国
华宇青年奖
华宇艺术中心，三亚，中国
Objectif Terre
Barrois 博物馆，巴勒迪克，法国
Abattre les Murs
Régionale 18，Kunst Raum Riehen 艺术中心，巴塞尔，瑞士
Entre deux infinis
Anne-Sarah Bénichou 画廊，巴黎，法国
时间的狂喜
何香凝美术馆，深圳，中国
浮世，第十四届里昂双年展
里昂，法国
个展 : 郝经芳 & 王令杰
空白空间，北京，中国
Arbeitsleben (Work life)
明斯特社会研究所，CINEMA Filmtheater Münster，明斯特，德国
第六十二届巴黎 Montrouge 艺术沙龙
Salon de Montrouge，Beffroi Montrouge 文化中心，巴黎，法国
Les Unités
Espace Témoin 艺术空间，日内瓦，瑞士
面对面 / Vis-à-vis
马里博尔艺术中心，FRAC Lorraine，马里博尔，斯洛文尼亚
NoyonELLES
Cinema Paradiso，努瓦永，法国

2016

Over the Rainbow

La Grand Place 博物馆
洛林当代艺术基金会，爱马仕基金会，聖路易萊比奇，法国
The Second Nature / Die zweite Natur
La Regionale 17，HeK 电子艺术中心，巴塞尔，瑞士
评审团大奖：ArtReview Asia Xiàn Chǎ ng
ArtReview Asia, 西岸艺术和设计博览会，上海，中国
现在进行式Ⅲ
M 艺术空间，上海，中国
个展 : 我们正在经历的夏天是过去的夏天
MoCA Shanghai 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中国
黑暗中的梦想，在星光的国度下
La Grand Place 博物馆
洛林当代艺术基金会，爱马仕基金会，聖路易萊比奇，法国
色彩、织物，AfricaBures 2016
Ajukoby 协会，伊维特河畔比尔，法国
2015

叙事的运动
民生二十一世纪美术馆，上海，中国
《女工…》
，纪录片月
Le Vagabond 电影院, 奥布河畔巴尔, 法国
nuit des lucioles 5
Association Plusvite 协会，Dieuze，法国
上下 揽月系列发布会
上下旗舰店，上海，中国
Art of Living，也是一种态度
上海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上海，中国
个展：一个圆的太阳 一个点
M 艺术空间，上海，中国
绝对无限的游戏
A4 艺术中心，成都，中国
上下 二零一五 夏季橱窗
上下旗舰店，上海，中国
D’Un Geste à l’Autre，从一个动作到另一个动作
Galerie du Théâtre de Privas/Espace d’Art Contemporain, 普里瓦剧院当代
艺术空间，普里瓦，法国
暂住证
独角兽空间，北京，中国

2014

On dit que… dans la forêt…
La Lune en Parachute 画廊, 艾比纳尔, 法国
七日

M 艺术空间，上海，中国
江汉繁星计划：气候
武汉美术馆, 武汉, 中国
个展, 水茛 / Bouton d’Or
Galerie Œil 画廊, Castel Coucou, 福尔巴赫, 法国
dokKa 卡尔斯鲁厄纪录片电影节
卡尔斯鲁厄, 德国
DES PAYS DES MERVEILLES… 仙境 视频影像展
Association Mum’s and Co 协会, 昂热维利耶尔, 法国
Dans quelle vie tu monde(s) 何样世界, 何样生活?
Collectif DQVTM, RATP 巴黎大眾運輸公司, 巴黎, 法国
Parcours des artistes 2014
Parcours d'artistes en Lorraine 协会, 洛林当代艺术基金会, 梅斯, 法国
第五届 Filmer le travail 电影节
普瓦捷大学, l’Espace Mendès France, l’ARACT, 普瓦捷, 法国
Regards sur le Cinéma du Monde 电影节
L'association Regards sur le cinéma du monde, Hevadis Film, 鲁昂, 法国
Étoile magique 展
La galerie Le Préau 画廊, 南希, 法国
2013

第八届 Streaming 视频艺术节
Isfth 基金会, 海牙, 荷兰
罗伯特舒曼艺术大奖
四大区（卢森堡，法国洛林，德国特里尔，德国萨尔）联合举办,萨尔
布吕肯市立美术馆, 萨尔布吕肯, 德国
Étoile magique
国立高等艺术职业学院, 洛林当代艺术基金会, 梅斯, 法国
Les Ecrans Documentaire 纪录片电影节
Association Son et Image, Espace Jean Vilar, 阿尔克伊, 巴黎, 法国
MOVING_IMAGE, un abécédaire contemporain, L comme lumière 视频节
La Gaîté Lyrique 新艺术和音乐中心, 巴黎, 法国
展览 « 光 »
马尔布吕克城堡, 摩泽尔省议会, Manderen, 法国
100 美元艺术展
古德曼艺术中心, 新加坡
Saint-Paul-Trois-Châteaux 电影节
Saint-Paul-Trois-Châteaux, Drôme, 法国
Travaïe !? 艺术节
La Cie Omnibus 协会, 南希, 法国
展览 « 回声 »

Octave Cowbell 画廊, 梅斯, 法国
Design Can Change 设计展
Shenzhen OCT, 湖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深圳, 中国
第十届 Nuit de la Video 视频节
Les Yeux de l’Ouïe, 南希, 法国
GHOST TOWN #3
Saison Video 协会, 里尔, 法国
第十五届巴塞罗那国际短片电影节
Instituto Francés, Antic Teatre, Fábrica Moritz, 巴塞罗那, 西班牙
APERO DOC
La Douëra 文化中心, Les Yeux de l'Ouïe, Malzéville, 南希, 法国
« YOU I LANDSCAPE », 2013 青年艺术家三年展
Carré Rotondes 文化中心, 国立视听中心, 卢森堡
获评委会一等奖
« The Global Skin » 视频电影节
Centre for Storytelling, 苏黎世艺术大学, Dschoint Ventschr Film
Production, 苏黎世, 瑞士
2013 L oo p i n g s t a r 影像艺术节
萨尔布吕肯, 德国
Fest'Yves Arts 2013
"Fest'Yves Arts"协会, 埃泰勒, 法国
UN POING C'EST COURT 电影节
法语短片电影节, Vaulx-en-Velin, 里昂, 法国
2012

十四届巴黎实验电影节
Les Voûtes, 巴黎, 法国
Ergastule Multiple, Edition 2012
My Monkey 画廊, 南希, 法国
Les Rencontres Internationales, Paris
东京宫, 巴黎, 法国
Friche à l’œuvre III 电影节
Vive la TASE 协会, Vaulx en Velin, 里昂, 法国
Soirée des Vidéophages
Vidéophages 协会, 图卢兹, 法国
Sun Drawing
法国兴业银行, 梅斯 Serpenoise 分行
Octave Cowbell 十年
Trinitaire 教堂, 梅斯, 法国
Le Rencontre de l’Atelier Ergastule
Ergastule 工作室, 南希, 法国

The Rencontres Internationales Berlin 2012
世界文化馆, 柏林, 德国
获得 Prix d’Art Point d’Or Flo 奖
Flo 餐厅, 洛林高等艺术学院, 法国兴业银行
Carte de visite 展览
Galerie de l'Esplanade 画廊, 梅斯, 法国
ARTchSO 视频艺术节
ARTchSO 协会, 热内, 法国
Cohabitation 5, Faux-semblants
Castel Coucou 画廊, 福尔巴克, 法国
第十五届 TRAVERSE VIDEO 视频艺术节: FAUT VOIR
Lycée des arénes, 图卢兹, 法国
Supélec 艺术节
梅斯 Supélec 学院, 梅斯, 法国
L oo p i n g s t a r 影像艺术节
福尔巴克, 法国 / 萨尔布吕肯, 德国
2011

影像之夜
L’Ancienne Trésorerie 老金库文化中心, 艾比纳尔, 法国
Les Rencontres Internationales Paris/Berlin/Madrid
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 巴黎, 法国
巴马科非洲影像艺术节
巴马科, 马里
Konschtkëscht 艺术影像节
国家视听中心, 迪德朗日, 卢森堡
东部大区学院影像奖
影像之夜
梅斯蓬皮杜中心, 梅斯, 法国
二〇一一大区影像展
欧洲火车站文化中心, 萨尔布吕肯, 德国
大区影像展
柏林, 德国
二〇一一影像之夜——领地
MJC 利勒博讷文化中心, 南希, 法国
同居 4, 固定期限合同
La Lune en Parachute 画廊, 艾比纳尔, 法国

2010

影像冲浪, 第三届白夜行
Galerie de l'Esplanade 画廊, 梅斯, 法国

2009

二〇〇九大区影像展
萨尔布吕肯, 德国

曲折下滑
Musée de la cour d'Or 博物馆收藏, 梅斯, 法国
二〇〇九影像之夜
MJC 利勒博讷文化中心, 南希, 法国
学术 :
2015

aiR 国际艺术家驻留计划
La Kunsthalle Mulhouse 米卢斯艺术中心, 米卢斯, 法国

2011-2012

法国国家高等造型表现文凭, 艺术硕士
洛林高等艺术学院
梅斯, 法国

2011

国际纪录片合作项目 'Made in, made by'
马里国家电影中心, 巴马科, 马里

2010

建筑与规划冬季研究会
伊尔库兹克州立技术大学
伊尔库兹克, 俄罗斯

2008

法国国家艺术造型文凭
梅斯高等艺术学院
梅斯, 法国

2003 ~ 2007

工学学士学位
上海海事大学, 工业设计
上海, 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