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江波

1972年，生于中 浙江

1995年， 业于 海大学美术学院, 画系

1997-1998年

 

于日本 研修多媒体设计管理

2002年， 业于 海大学美术学院数码艺术 业,获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

2002-2007年， 海大学美术学院 数码艺术中心数码影像艺术 作室 任

2007年，清华大学信息艺术设计 业，博士生

生活 作于中 海

Jin Jiangbo

1972  Born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1995Graduated from Academy of Fine Art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1997-1998 Multi-media design management training. Tokyo, Japan

2002  Achieved master’s degree in digital art from Academy of Fine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2002-2007 Doctoral of New Media Art of Qin Hua University 

Currently lives and work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展览 艺术活动：

个展：

2008年 繁荣？ 金江波个展，墙美术馆， ，中

2007年 记 邱志杰 金江波 媒体艺术展，深圳画院美术馆 深圳书城 ，中

群展：

2002年 海 年展 ， 海美术馆，中

2003年

 

第五十届威尼 年展 ，威尼 ，意大利

”打开天空”当代艺术展 ， 海多伦 代美术馆开馆展，中

距离：广 美术馆当代艺术邀请展 ，广州美术馆，中

IAAPA 世界多媒体年会 ，奥 多， 美

场/ 场： 实迷宫 ，深圳维他 空间，中

2004年 海惊奇 当代艺术展，慕尼黑，德

众领地 首届中 建筑艺术 年展 城 空间艺术展， 城 规划展示馆，中

62761232 快递艺术展 ， 海 翼艺术中心，中

什么艺术展 陕西省博物馆 ，西安，中

轻而易举- 海拼 ，奥 立美术馆， 挪威

汉雅轩 十周年展 ， 香港汉雅轩，中

”逗留香港”当代艺术展 ， 香港汉雅轩， 中



2005年 艺术崛起 世界艺术博览会 ，多伦多世界艺术博览中心， 拿大

两个 洲 两个欧洲 当代艺术展 ， 海多伦 代美术馆

 

，中

城 之网 当代艺术展 ，汉城美术馆，韩

”麻将“中 当代艺术收藏展 ，伯尔尼美术馆，瑞士

中 第 届 媒体艺术展 论坛 ， 中华世纪坛，中

进行时 当代艺术展 ，深圳 代艺术馆，中

海酷：创意再生产 艺术展 ， 海多伦美术馆，中

各玩各的 当代艺术展 ， 大山子艺术 ○ 场实验艺术中心，中

”电子园林” 媒体艺术展 ， 海证大 代艺术馆，中

初次相约-中德当代艺术展 ，瑞内，德

首届中 当代艺术 年展 ，蒙彼利埃，法

2006年 时空魅影 多媒体舞 剧 ，广州海珠大剧院，中

慧聚艺堂 力拓未来 ，通用汽车当代艺术展， 海，中

IDAA 数码艺术展 ，昆士 博物馆，澳大利

���     第 届 艺术 技展 ，清华大学，中

代码：蓝色 媒体艺术展，中华世纪坛 媒体艺术馆， ，中

匙 中 当代艺术展，马尼拉大都会博物馆 ， 菲律宾

狗语者 当代艺术展 ， 海 技馆 ，中



2007年

 

钻 奥沙艺术中心 海开幕展， 海

 

，中

首届西安文献展 ，西安，中

PLUG IN 媒体艺术展，巴塞尔，瑞士

遥·控 多媒体 动艺术展， 海当代艺术馆，中

中 细语 中 当代艺术展，香港osage艺术中心，中

2008年

 

洲方位—第 届南 年展 南 博物馆，南 ，中

海艺术博览会 当代艺术展 沪申画廊， 海 博览中心， 海，中

的照相机 连州 摄影展

 

连州，中

第 届 水墨 年展 深圳，中

在 金江波 曾力 作展

 

沪申画廊，中

物是 当代艺术展

 

玛吉画廊， ，中

虚城计— 动力•中 当代艺术 年展 海原弓美术馆， 海，中

未来天空 中 当代青年艺术展

 

日美术馆， ，中

活的中 园林 艺术展

 

德累 皮尔内茨宫博物馆，德

纵横流 香港 媒体展，奥沙艺术中心，香港， 坡

阿密海滨的中 当代艺术展 ， 阿密艺术博览会，美

GO!CHINA 中 当代艺术展，格罗宁根美术馆，荷

闻即艺术 中 当代影像展， 铁时代美术馆，中

键时 媒体装置展， 海OV画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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