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涛 

 

艺术家、设计师、策展人、 

TAO GALLERY 、自造社创办人   

Yuan Museum 馆长 
 

1969 年出生于上海，曾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主修平面设计及绘画，1986 年毕业于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在 1993 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获造型艺术硕士学位，1994 年回到中国

创办了 TAO 画廊，为中国当代的优秀艺术家做了许多展览，并于 1995 年成立宋涛设计工

作室，设计工作包括艺术海报、艺术家具、书籍装帧、室内设计。2002 年创办自造社,成为

中国第一家设计师品牌。2007 年创办 SAY FINE ART 艺展机构，2008 年组织并发起了中国

家居设计师品牌联盟，简称 CFDBA，2009 年创办 O-GALLERY 艺术设计画廊，代理国内外

著名艺术家和设计师作品，2011 年与红星美凯龙创办中国第一个中国原创生活馆，2012 年

起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客坐教授，2012 至 2014 年作为召集人和保利国际拍卖

公司合作艺术设计拍卖专场，2014 至 2019 年为天津国际设计周顾问、策展人，北京国际

设计周策展人，同时是北京 UCCA 设计委员会顾問，2016 年米兰设计三年展特邀策展人； 

2014-2016 年设计上海特邀策展人；2017-2018 年设计上海-新天地设计节策展人；2019 年

东莞在地设计展策展人；2019 年创办 Yuan museum；、广州家具博览会设计之春策展人；2020

年创办 Yuan life 优山美地生活美学空间、Yuan living 银泰中心高端设计师品牌集合空间。 

  

宋涛的创作范畴涵盖绘画、装置、艺术设计及旨在建立生活与艺术之间桥樑的公共介入。宋

涛身兼艺术家、策展人、设计师，作品大多用木材和金属及树脂为材料，意在使世人重新发

现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美仑美奂的造型艺术及其所具有的深厚生命力。曾在上海美术馆、

上海多伦多美术馆、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等被邀请举办个人展览。 

 

个人艺术作品展 

 

1988 年 北京艺术家画廊 

1988 年 上海美术馆 

1988 年 上海友谊商店艺术沙龙 

1988 年 作品赴日本个展 

1989 年 法国巴黎第十大学邀请展 

1990 年 法国艺术拍卖行画廊 

1991 年 法国巴黎 HORLOGE 画廊 

1993 年 法国 ASNIEROIS 艺术沙龙 

1994 年 北京 GALERIE TAO 首展 

1994 年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画廊 

1995 年 北京 GALERIE TAO 画廊 

1995 年 北京中国艺术博览会第一届 

1996 年 北京 GALERIE TAO 画廊 

1997 年 北京 GALERIE TAO 画廊 

1997 年 北京 GALERIE TAO 画廊 

1998 年 北京 蓝色画廊  

1998 年 北京 天放画廊 



2008 年 北京 SAY FINE ART 艺展机构 

2010 年 韩国光洲双年展画廊展 

2014 年 上海多伦多美术馆 

2015 年 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2015 年 德国柏林 ZONG GALLERY 

2015 年 北京 前方艺术 

2016 年 德国柏林 中国文化中心 

2018 年 上海 GALERIE TAO 画廊 

 

发表论文 

 

 "Tachisme"与东方艺术精神之同共构性的比较研究 

（巴黎第一大学造型艺术硕士论文） 

 

传统工艺的重构  扎染 

传统工艺的重构  漆器  

传统工艺的重构  首饰 

传统工艺的重构  木作 

传统工艺的重构  文人设计 

  

1994 年创办 GALERIE TAO 画廊 

合作的艺术家 

袁彤宇、廖帮民、饶松青、朱昱、徐明、高波、王音、何塞邦、季大纯、刘野、张延刚、林

箐箐、刘峰植、师若夫、邵振鹏、张旭东、张永红、申伟光、刘文涛、王宇农、康剑飞、文

中言、王强、张莞、程向君、宋冬、谭平、邵帆、师建民、庆庆、李晓辉、江芳、钟声、吴

昊宇、张周捷、德竹秀美、黑川雅之等。 

  

1995 年 中国艺术博览会 北京 

1995 年 西藏民间艺术展、日本文化交流中心摄影展 北京 

1996 年 季大纯（天真大纯）作品展 北京 

1996 年 张永红作品展 北京 

1996 年 张旭东作品展 北京 

1996 年 申伟光作品展 北京 

1996 年 邵逸农作品展 北京 

1996 年 宋涛作品展  北京 

1996 年 人 记忆通道 王音、张延刚、刘野、廖邦民 北京 

1996 年 三个人的风景 林箐箐、刘峰植、师若夫 北京 

1997 年 程向君漆画作品展 北京 

1997 年 张菀版画作品展 北京 

1998 年 宋冬（办公室的临时建筑）多媒体装置展 北京 

1998 年 丹麦雕塑家耶尔•维文作品展 北京 

1998 年 德国画家苏珊•麦的作品展 北京 

1999 年 美国雕塑家川西•汉纳伯格个展 北京 

2000 年 张旭东作品展 北京 



2000 年 师若夫作品展 北京 

2003 年 江芳、刘晓辉 双个展 北京 

2008 年 韩国艺术家许镇权作品展 北京 

2010 年 鄂尔多斯进行时创意建筑展 北京 

2010 年 ART GWANGJU  韩国 

2010 年 (毯上艺术在中国) 798H 画廊 北京 

2015 年 (钟声造物) 前方艺术画廊 北京 

2015 年 (新石器) 吴昊宇 前方艺术画廊 北京 

2015 年 (柔软的鹅卵石) 宋涛 前方艺术画廊 北京 

2015 年 (陶的艺) 中日韩陶艺作品 颖画廊 北京 

2018 年（有点关系） 张周捷个展 白盒子艺术馆  北京 

2018 年 张若愚雕塑作品展 TAO GALLERY 上海 

2018 年 吴昊宇陶艺作品展 TAO GALLERY 上海 

2018 年 张周捷数字艺术作品展 TAO GALLERY 上海 

2018 年 国际陶艺作品邀请展 TAO GALLERY 上海 

2018 年 宋涛纸上作品展 TAO GALLERY 上海 

2019 年（来回）国际陶艺作品邀请展巡展 NA SPACE 景德镇 

2019 年（墨邸）北京大千当代艺术中心 北京 

2019 年（意外之外）张敏雕塑与空间装置展 北京 

2019 年（有点关系）张周捷个展 巷肆美术馆 天津 

2019 年（来回）国际陶艺作品邀请展巡展  北京  

2019 年（上海国际收藏级设计展） 油罐当代艺术中心 上海 

2019 年（天堂的阶梯）张周捷个展 璞素空间 上海 

2019 年（艺术设计 如是生活）今日美术馆 北京 

2020 年（诗意东方）YUAN MUSEUM 北京 

2020 年（自我意识之谜）YUAN MUSEUM 北京 

2020 年 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 上海 

2020 年（诗意的风景）W 艺术空间 南京 

2021 年（洪荒：韩冬&张旭东 双个展）璞素艺术家居空间 上海 

2021 年（立毫示迹）YUAN MUSEUM 北京 

2021 年（返虚入浑：孙文佳&王嶺 双个展）YUAN MUSEUM 北京 

2021 年（矫直河流：张敏个展）牧云空间 北京 

2021 年（聚沙成塔：李洁个人作品展）优山美地 YUAN LIFE 北京 

2021 年（我心匪石：邵译农&邵磊 双个展）璞素家居艺术空间 上海 

2021 年（显隐之迹：麸子&Gilles Caffier 双个展）YUAN MUSEUM 北京 

 

策划的展览 

 

2004 年 中国家具设计师原创作品展 广州 

2006 年 创意中国家具设计品牌展 广州 

2008 年 暖程上海 Interior Lifestyle china  

2009 年 暖程北京 设计从这里出发 

2009 年 暖程东莞 中国出发 

2009 年 暖程北京 设计师沙龙展 



2009 年 暖程德国 Internationale Frankfurter Herbstmesse 

2009 年 751 设计与艺术展"看看再设计" 

2009 年 北京中华小屋 - 中国文化部 

2010 年 上海国际时尚家居用品展览会 Interior Lifestyle china  

2010 年 韩国光洲双年展设计画廊展 

2011 年 亚洲设计 设计师的生活方式 上海 

2011 年 艺术北京 亚洲设计 设计师的生活方式 

2011 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 北京客厅 北欧设计中心 

2011 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 亚洲表情 798 梯空间 

2011 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 透明北京 工作室开放展 

2011 年 SEOUL LIVING DESIGN FAIR 中国馆 韩国 

2012 年 保利艺术设计春拍（东方遇见西方) 北京 

2012 年 保利艺术设计秋拍（设计融汇生活) 北京 

2012 年 中国新设计 德国法兰克福 

2013 年 艺术与设计 100  白盒子艺术中心 北京 

2013 年 保利艺术设计春拍（东方造物) 北京 

2013 年 保利艺术设计秋拍（茶美学空间) 北京 

2014 年 保利艺术设计拍卖 (西方限量珍藏版设计品) 上海 

2014 年 保利艺术设计拍卖 (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 义乌 

2014 年 保利艺术设计春拍 (艺术家客厅及文人书房) 北京 

2014 年 保利艺术设计秋拍（简单生活-无用之美） 北京 

2015 年 天津国际设计周 记忆与梦想 天津 

2015 年 中美创新艺术设计展 华盛顿 

2015 年 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巴黎 

2015 年 北京设计周 蓝色乡土的声音 北京 

2016 年 嘉德典亚古董艺术周 自造社 北京 

2016 年 设计中的艺术趣味  成画廊  北京 

2016 年 各执一辞  泛空间 北京 

2016 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 东西对弈  家天地 

2016 年 天津国际设计周  行住坐卧 天津 

2016 年 设计中的艺术趣味  成当代艺术中心 北京 

2016 年 上海（意思）设计展  文人茶书房 上海 

2017 年 解构后的重构  米兰设计三年展 米兰 

2017 年 设计上海 In Future  新天地设计节 上海 

2017 年 感官再造  源美术馆  重庆 

2017 年 天津国际设计周 未来就是现在 天津 

2017 年 深圳时尚家居设计周  自造社 深圳 

2017 年 天津国际设计周  家美术馆 天津 

2017 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  特立独行 家天地 北京 

2017 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  最 IN 托斯卡纳 北京 

2017 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  设计的价值 北京 

2017 年 半木空间  内观之道 北京 

2018 年 天津国际设计周  东方×西方 天津 

2018 年 设计上海  界上社交时代 新天地设计节 上海 



2018 年 【来】当代中国家具设计展  上海 

2018 年 新连接 榫卯设计展  上海 

2018 年 景德镇陶瓷博览会新物种设计展 景德镇 

2019 年 在地设计展 东莞 

2019 年 天津国际设计周  创意源于城市 天津 

2020 年 广州家具博览会 设计之春家具设计大展 

2020 年 麟角设计中心 未来已来艺术设计展 

2021 年 广州家具博览会 设计之春 金工及大漆艺术专题：中国当代器物展 

2021 年 天津国际设计周 收藏家的家 

 

参加展览 

 

2009 年 上海 100%设计展 

2010 年 设计巨蛋  深圳 25 届国际家具展 

2011 年 深圳第一届国际家居饰品展深圳 

2011 年 中国新设计"展览在意大利中国文化年官方项目" 

2011 年 中国米兰三年展设计博物馆、都灵皇宫美术馆同期举办 

2011 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  享自东方 中国原创设计 北京世纪坛 

2011 年「设计营商周」专题讨论讲者 香港 

2012 年 第五届为坐而设计  国际知名设计师作品邀请展 北京 

2012 年 米兰设计周  中国当代坐具设计展 

2012 年 第二届上海设计周暨中国国际设计师作品展示 北京客厅 

2013 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  施华洛世奇数码水晶展 

2013 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  艺术与设计 100 白盒子艺术中心 

2013 年 艺术设计展  上海艺术设计博物馆 

2014 年 中国设计进行时-意大利米兰大学 

2014 年 艺术与设计 100 白盒子艺术中心 

2014 年 设计限量馆 设计上海 自造社 

2015 年 设计限量馆 设计上海 自造社 

2015 年 意思设计展 宋涛工作室 

2015 年 艺术与设计 100 白盒子艺术中心 

2016 年 德国柏林 中国文化中心 

2016 年 英国设计 100%展览 伦敦 

2016 年 米兰设计三年展 东方再造物 

2016 年 设计上海 亚洲当代艺术设计展 

2017 年 意思设计展 宋涛工作室 

2017 年 【归】当代中国家具设计巡展 仙游 

2018 年 设计限量馆 设计上海 自造社 

2018 年 【归】当代中国家具设计巡展 珠海 

2018 年 再空间 家美术馆项目 白盒子艺术中心 北京 

 

2007 年 创办 SAY FINE ART 艺展机构 

主要展览 

2007 年 传统工艺的重构  扎染 



2007 年 传统工艺的重构  漆器 

2007 年 传统工艺的重构  首饰 

2008 年 传统工艺的重构  木作 

2008 年 传统工艺的重构  文人设计 

2008 年 实验电影短片及实验音乐展 

  

获奖和演讲 

 

2010 年 优秀原创设计奖 

2010 年 设计师喜欢的十大品牌 

2011 年 陈设中国 晶麒麟奖空间设计奖 

2011 年 陈设中国 中国优秀原创家具品牌奖 

2012 年 韩国 SEOUL LIVING DESIGN 空间设计特别大奖 

2012 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促进奖演讲 

2010 年 UCCA 艺术中心 中国设计 

2011 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荷兰馆 

2011 年 香港「设计营商周」专题讨论讲者 

2012 年 中央美术学院 文人设计 

2012 年 SEOUL LIVING DESIGN 韩国 

2012 年 文人设计融汇生活 米兰 

2012 年 UCCA 艺术中心 中国新设计 

2013 年 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 

2014 年 南宁艺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 

2015 年 德国柏林设计周 

  

媒体介绍 

 

《居 case da abitare》 《CASE》 《DESIGN》韩国 《妇人画报》日本 《a+a 建筑艺术》《VOGUE》 

《ELLE 家居廊》 《M.STYLE》 《LIFESTYLE》 《SURFACE》 《安邸 AD》《缤纷家居》 《家

具与环境》 《经济观察报》 《美好家园》 《瑞丽家居》 《时尚家居》《新京报》 《北京

青年报》 《世界家苑》 《设计》 《周末话报》《艺术与设计》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 

福建电视台 、韩国电视台 

 

出版物 

 

1996 年《TAO 画廊》 2000 年《自造社》《O GALLERY》家具目录 

2007 年传统工艺的重构系列：《扎染》《漆器》《首饰》《木作》 

2009 年中国设计师品牌联盟：《WE ARE HERE》 

2013 年《自造社 2000-2013》《MODERN FOSSILS》宋涛作品集 

2012-2015 年保利艺术设计拍卖画册：《东方造物》《茶美学空间》 

《西方限量珍藏版设计》  《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 

《艺术家客厅及文人书房》 《简单生活-无用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