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Contemporary 亚洲当代艺术空间荣幸地宣布，

我们即将于 2017年 11月 11日举行郑文昕在A+ 

Contemporary的首次个展”介质标本”。此次个展

将呈现郑文昕近两年来的最新实践，除了发表新系列

的绘画作品之外，亦呈现声音与影像创作的尝试。此

次的展览文章，特别邀请策展人杨紫撰写，更深度的

探讨本次个展中郑文昕创作与思维的变化。展览将持

续至12月31日。 

 

个展名“介质标本”概念来自艺术家对于声音与影像

信息等，不同介质的切片撷取。有别于以往的创作思

绪，新作以社交网络上的活动生态为素材，艺术家将

其置为主体，并在画布中予以迭放。具体来说，郑文

昕将自我化为中继站，藉由搜集友人在社交网络中群

发的声音、文字、图片等多媒体讯息，再将其客观、

次序地撷取之后，转映成为画布中的一抹印记。 

 

此过程犹如荧幕内外虚实空间不断进行的补位。这当

中的创作是立体且多层次的，若说“ 临时问题 

(I&II) ”是以直观的方式将屏幕里的图形转化在一个

方寸画布里、影像声音装置“虚拟引擎”纪录了虚拟

空间中如急流渲淌般的社交状态。 

 

此次个展主要的大幅画作“虚拟引擎(I&II)”则是艺

术家试图将已经基本取代现实中人与人相处的网络社

交媒体，所带来如此庞然的驱动变化映像在作品之

中。同时，这当中依然保持着郑文昕独有的绘画语言，

带有透气感的色块与和谐细致的颜料模糊了屏幕内外

的边界，并填补了虚拟世界所带来的空洞，带领观者

凝视现实之外的平行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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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家  

郑文昕 1997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油画系，获学士学位；2001 年毕业于英国肯特艺术与设计学

院美术系，获硕士学位；并于 2001-2003 年英国肯特艺术与设计学院进行艺术家驻地。现工作及生活于杭

州。个展包括：“介质标本”（A+ Contemporary 亚洲当代艺术空间，上海，2017）（即将展出）、“乾

坤日夜浮—郑文昕个展”（拾萬空间，北京，2015）、“失语的房间—郑文昕个展”（清影艺术空间，杭

州，2013）。群展包括：“锵锵 2017 ——四位女艺术家联展”（狮语画廊，上海，2017）、“来来来”（香

格纳画廊 M50，上海，2017）、“单行道：李文栋|魏业兴收藏展”（OCAT 西安馆，西安，2016）、“歧

感激流—通向语言的绘画”（今日美术馆，北京，2016）、“从混沌开始”（清影艺术空间，杭州，2014）。

项目包括：“创意发动！—琨廷艺术实验计划”（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北京，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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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質標本 
藝術家  鄭文昕 

展期    Nov. 11 - Dec. 31, 2017 

開幕    Nov. 11 (Sat.)  4pm 

地點    A＋Contemporary  

        亞洲當代藝術空間 

 

A+ Contemporary 亞洲當代藝術空間榮幸地宣佈，

我們即將於2017年11月  11 日舉行鄭文昕在A+ 

Contemporary的首次個展「介質標本」。此次個展將

呈現鄭文昕近兩年來的最新實踐，除了發表新系列的

繪畫作品之外，亦呈現聲音與影像創作的嘗試。此次

的展覽文章，特別邀請策展人楊紫撰寫，更深度的探

討本次個展中鄭文昕創作與思維的變化。展覽將持續

至12月31日。 

 

個展名「介質標本」概念來自藝術家對於聲音與影像

資訊等，不同介質的切片擷取。有別于以往的創作思

緒，新作以社交網路上的活動生態為素材，藝術家將

其置為主體，並在畫布中予以迭放。具體來說，鄭文

昕將自我化為中繼站，藉由搜集友人在社交網路中群

發的聲音、文字、圖片等多媒體訊息，再將其客觀、

次序地擷取之後，轉映成為畫布中的一抹印記。 

 

此過程猶如螢幕內外虛實空間不斷進行的補位。這當

中的創作是立體且多層次的，若說「臨時問題 (I&II)」

是以直觀的方式將螢幕裡的圖形轉化在一個方寸畫布

裡、影像聲音裝置「虛擬引擎」紀錄了虛擬空間中如

急流渲淌般的社交狀態。 

 

此次個展主要的大幅畫作「虛擬引擎(I&II)」則是藝術

家試圖將已經基本取代現實中人與人相處的網路社交

媒體，所帶來如此龐然的驅動變化映射在作品之中。

同時，這當中依然保持著鄭文昕獨有的繪畫語言，帶

有透氣感的色塊與和諧細緻的顏料模糊了螢幕內外的

邊界，並填補了虛擬世界所帶來的空洞，帶領觀者凝

視現實之外的平行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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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藝術家  

鄭文昕 1997 年畢業於廈門大學藝術教育學院油畫系，獲學士學位；2001 年畢業於英國肯特藝術與設計學院

美術系，獲碩士學位；並於 2001-2003 年英國肯特藝術與設計學院進行藝術家駐地。現工作及生活於杭州。

個展包括：「介質標本」（A＋ Contemporary 亞洲當代藝術空間，上海，2017）（即將展出）、「乾坤日

夜浮—鄭文昕個展」（拾萬空間，北京，2015）、「失語的房間—鄭文昕個展」（清影藝術空間，杭州，

2013）。群展包括：「鏘鏘 2017 ——四位女藝術家聯展」（獅語畫廊，上海，2017）、「來來來」（香

格納畫廊 M50，上海，2017）、「單行道：李文棟|魏業興收藏展」（OCAT 西安館，西安，2016）、「歧

感激流—通向語言的繪畫」（今日美術館，北京，2016）、「從混沌開始」（清影藝術空間，杭州，2014）。

項目包括：「創意發動！—琨廷藝術實驗計劃」（吳作人國際美術基金會，北京，2015）。 



 

  

A+ Contemporary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will hold Zheng Wenxin’s solo exhibition 
“Pieces of Moments” on 11 November. This 
exhibition will present Zheng Wenxin’s latest 
practice in recent two years. Other than 
releasing her new series of paintings, the 
exhibition will showcase her trial on sound and 
video.  
 
By A+ Contemporary’ s special invitation, the 
exhibition article is written by curator Yang Zi, 
providing deeper insights in the changes of 
Zheng Wenxin’s thoughts on artistic 
creations.The exhibition continues until 31 
December. 
 
The exhibition name “Pieces of Moments” is 
conceptualized from artist Zheng Wenxin’s 
sectioning and picking on sounds, images as well 
as various forms of media.  
 
Being different from her past creative thoughts, 
her new artworks come out of the fragments of 
usual activities and dynamic ecology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se fragments are selected 
as exhibiting subjects, alternately presented on 
canvas. Specifically, the artist herself can be 
considered as a transfer station.  
 
By objectively and orderly collecting, recording 
her friends' status and public expressions on 
social network in the form of sounds, texts, 
images and multimedia, the artist transforms 
surrounding online media fragmentations into 
every touch and stroke on canvas.  
 
 
 

 

Pieces of Moments 
 
 

Press Contacts 
Shanghai +86-21-6266-2781                                        
media@apluscontemporary.org                         
 
 

Artist       
Duration   
Reception   
Venue      
  
 

Zheng Wenxin 
Nov. 11 - Dec. 31, 2017 
Nov. 11 (Sat.) 4pm 
A+ Contemporary 
 

www.apluscontempor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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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Artist 

Zheng Wenxin graduated from Art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 with a BA in Oil Painting in 1997,  Kent Institute of 
Art & Design with a MFA in 2001, and participated in Artist Residency Project at Kent Institute of Art & Design in 
2001 to 2003. Zheng Wenxin currently lives and works in Hangzhou. Her solo exhibitions include: Pieces of Moments 
(A+ Contemporary, Shanghai, 2017) (Upcoming), Here Sun and Moon Float Day and Night: Zheng Wenxin’s Solo 
Exhibition (Hunsand Space, Beijing, 2015), Silence: Zheng Wenxin Solo Exhibition (Inna Art Space, Hangzhou, 2013). 
Her selected group exhibitions include: Soft Power—A Group Exhibition of Four Female Artists (Leo Gallery, 
Shanghai, 2017), Sow (ShanghART Gallery M50, Shanghai, 2017), Each to His Own: Li Wendong|Wei Xingye 
Collection Exhibition (OCAT Xi’an, Xi’an, 2016), Dissensus Agitation-The Painting to Language (Today Art Museum, 
Beijing, 2016), I Am Your Labyrinth (1933 Contemporary, 2015), Begin from Chaos (Inna Art Space, Hangzhou, 2014). 
Her project includes: Creativity Initiated!-Kunting Art Experimental Project (Wu Zuore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of 
Fine Arts, Beijing,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