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口典之 HARAGUCHI Noriyuki 

 

1946     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 

1970     毕业于日本大学艺术系 

 

个展  

2018 “延续和实践：油池”，Plan-B，东京 

2017 “原口典之新作展—单色”，Kenji Taki Gallery，东京 

2015 “原口典之”，麦克弗瑞画廊，纽约 

2014 “Works for Kanazawa”，三宅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麦克弗瑞画廊，纽约 

2013 “原口典之”，金泽美术工艺大学画廊，金泽 

2012    “来自横须贺市的原口典之作品展”，麦克弗瑞画廊，纽约 

2014    “传递 60 年代纸上作品展”，鎌仓画廊，镰仓 

  “双色调”，三宅画廊，东京 

2011    “原口典之个展”，横须贺艺术博物馆，神奈川 

2010    “原口典之个展”，三宅画廊，东京 

2009    “社会与物质”，横滨艺术特区，神奈川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神奈川 

2008    “原口典之个展”，圣彼得画廊，科隆 

“原口典之个展”，元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柏林 

2007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神奈川 

2006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纽约 

“原口典之个展”，藤泽画廊，神奈川 

2005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柏林 

“选粹-原口典之”，镰仓画廊，镰仓 

“原口典之个展”，元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神奈川 

2003    “原口典之个展”，藤泽画廊，神奈川 

“原口典之个展”，元画廊，东京 

瓦尔德伯塔别墅，慕尼黑 

2001    “原口”，连巴赫市立美术馆，慕尼黑 



 

 

汉斯梅尔画廊，柏林 

1997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神奈川 

1996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神奈川 

1995    “原口典之个展”，Hotel & Art AMBIK Contemporary Art，静冈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名古屋 

1994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东京 

1993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纽约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东京 

1991    “原口典之个展”，五岛美术馆，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神奈川 

1990    “原口典之个展”，吉光土方画廊，名古屋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神奈川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元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三星物产，东京 

1988    “原口典之个展”，乔德森艺术仓库画廊，纽约 

1972    “原口典之个展”，三星物产，东京 

1972    “原口典之个展”，圣地亚哥大学画廊，圣地亚哥 

1972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元画廊，东京 

1987    “原口典之个展”，霍夫曼伯曼画廊，圣塔莫尼卡 

“原口典之个展”，乔德森艺术仓库画廊，纽约 

“原口典之个展”，元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真木画廊，东京 

1986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名古屋 

1985    “原口典之个展”，卡伦伯兹画廊，鲁尔河畔米尔海姆，德国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东京 

1983 “原口典之个展”，犹大罗旺画廊，伦敦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名古屋 

1982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东京 

1981 “原口典之个展”，樱画廊，名古屋 

1980 “原口典之个展”，安奈利犹大画廊，伦敦 

“原口典之个展”，进步画廊，杜塞道夫，德国 

“原口典之个展”，池田画廊，名古屋 

1979 “原口典之个展”，樱画廊，名古屋 



 

 

“原口典之个展”，康画廊，东京 

1978 “原口典之个展”，阿拉佛德舒梅拉画廊，杜塞道夫，德国 

1977 “原口典之个展”，银画廊，东京 

1976 “原口典之个展”，U 画廊，名古屋 

“原口典之个展”，真木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佐藤画廊，东京 

1975 “原口典之个展”，田村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金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楡之木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金子画廊，东京 

1974 “原口典之个展”，田村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射手座画廊，京都 

1973 “原口典之个展”，田村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射手座画廊，京都 

1972 “原口典之个展”，佐藤画廊，东京 

“原口典之个展”，金画廊，东京 

1971 “原口典之个展”，田村画廊，东京 

1970 “原口典之个展”，田村画廊，东京 

1969 “原口典之个展”，田村画廊，东京 

1968 “原口典之个展”，村松画廊，东京 

 

群展 

2014 “交叉路”，Art Base 百岛，广岛 

  “BankART Life IV—东亚之梦”，横滨艺术特区，神奈川 

 “土泽的艺术”，花卷，岩手 

 “DOMMUNE University of the Arts—东京艺术巡回”，艺术中心千代田

3331，东京 

2013 “重探：1970 后日本当代艺术”，首尔大学美术馆，首尔 

 “物质与雕塑：从疑问至留念”，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东京 

 “20 亿光年的孤独”，金泽市 Artgummi 画廊 

2012 “东京 1955-1970：新前卫艺术”，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 

 “日之安魂曲：物派”，Blum & Poe 画廊，旧金山 

 “宇宙游者—迈向未知”，探索路易威登，东京 

 “水与陆—新泻大地艺术祭”，新泻 

 “柳 x 原口”，Art Base 百岛，广岛 

2011 “高松次郎+ Hitoshi Nomura + 原口典之”，三宅画廊，东京 



 

 

 “街头博物馆 2011 Art @土泽”，土泽市，岩手 

 “蒙面画像 第二部分 / 当波动成为形式”，玛莉安娜波斯基画廊，纽约 

2010 “演绎—原口典之与白州”与田中泯合作，山梨 

2008 “纸上作品展”，池田画廊，神奈川 

 “方之抽象”，白州舞蹈 2009，山梨 

2007 “黑方块—向马列维奇致敬”，汉堡美术馆，汉堡 

 “茶室．仮设．仮说”，白州舞蹈 2007，山梨 

 “View”，池田画廊，柏林 

2006 “斜面”，白州舞蹈 2006，山梨 

2005 “物派—反思”，国立国际美术馆，大阪 

   “柳原义达与我”，青罗画廊，东京 

“家族自哪儿来？(桃花村舞蹈公演美术监修)”，新国立剧场，东京 

2004  “红黑”，池田画廊，神奈川 

2003  “重力”，大分市美术馆，大分 

2002 “循环美术区 - 大分现代美术展 2002”，大分市美术馆，大分 

2001 “及时”，池田画廊，神奈川 

第十四届名古屋艺术博览会，名古屋国立画廊，名古屋 

2000 光州双年展 2000，光州，韩国 

第十三届名古屋艺术博览会，名古屋国立画廊，名古屋 

1999 第十二届名古屋艺术博览会，名古屋国立画廊，名古屋 

 第一届热海双年展，热海，静冈 

 “草间弥生 & 原口典之”，镰仓画廊，镰仓 

1997 第十届名古屋艺术博览会，名古屋国立画廊，名古屋 

 光州双年展 1997，光州，韩国 

 “重力—战后美术坐标轴”，国立国际美术馆，大阪 

1996 第九届名古屋艺术博览会，名古屋国立画廊，名古屋 

  “1970 年—物质与知觉：物派与开派之画家”，现代美术馆，里昂 

 “Pino Pascali、高松次郎、原口典之”，池田画廊，东京 

 白州夏日艺术节’96，山梨 

1995 “1970 年—物质与知觉：物派与开派之画家”，岐阜县美术馆，岐阜；广

岛市现代美术馆，广岛；北九州岛市立美术馆，九州岛；埼玉县立近代美术

馆，埼玉  

“战后文化的轨迹 1945-1995”，目黑区美术馆，东京；广岛市现代美术馆 

，广岛；兵库县立近代美术馆，神户；福冈县立美术馆，九州岛 

第八届名古屋艺术博览会，名古屋国立画廊，名古屋 

“ASIANA—远东当代艺术”，姆蒂玛基金会，威尼斯 



 

 

“夏日祭”，池田画廊，名古屋 

“小型雕塑展”，池田画廊，东京 

第十六届现代日本雕刻展，宇部市野外雕刻美术馆，广岛 

1994 第七届名古屋艺术博览会，名古屋国立画廊，名古屋 

 “物派—原口典之．高山登”，镰仓画廊，东京 

1993 第六届名古屋艺术博览会，名古屋国立画廊，名古屋 

“大分现代美术馆’93—不切实际的都市空间”，大分现代美术馆，大分 

1992 “群展”，池田画廊，东京 

“群展”，池田画廊，神奈川 

第五届名古屋艺术博览会，名古屋国立画廊，名古屋 

“新绘画”，池田画廊，名古屋 

白州夏日艺术节’92，山梨 

“Joseph Beuys, Piero Manzoni, 原口典之”，池田画廊，东京 

1991 白州夏日艺术节’91，山梨 

 “70’s - 80’s 当代艺术在镰仓画廊”，镰仓画廊，东京 

1990 “群展”，池田画廊，东京 

 第三届名古屋艺术博览会，名古屋电器文化会馆，名古屋 

 “Pharmakon ’90 幕张展览馆当代艺术展”，幕张展览馆，千叶 

 “Pharmakon ’90 包与海报”池田画廊，东京 

白州夏日艺术节’90，山梨 

 “低限艺术”，国立国际美术馆，大阪 

1989 第二届名古屋艺术博览会，名古屋电器文化会馆，名古屋 

 “绘画与浮雕”，池田画廊，东京 

 白州夏日艺术节’89，山梨 

 “有色与无色—现代美术观点”，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东京 

1988 “(开)合—系列展”，现代艺术博物馆 P.S.1 馆，纽约 

 “12 人绘画作品展”，台北市文建会艺廊，台湾 

 “原口典之、若林奋、乔纳森·博罗夫斯基、义米克伦拜尔”，池田画廊，东

京 

 白州夏日艺术节’88，山梨 

1987 “为雕塑而绘画”，汤玛士斯加尔画廊，波士顿 

 “第三届富山国际美术馆展”，富山县立美术馆，富山 

 “浮雕与雕塑”，池田画廊，名古屋；德画廊，东京 

1986 “日本当代艺术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湾  

 “物派—原口典之．高山登．榎仓康二”，镰仓画廊，东京 

 “散核”，池田画廊，东京 



 

 

 “当代白与黑”，埼玉县立近代美术馆，埼玉 

 “绘画”，池田画廊，名古屋 

1985 “水彩创作表现 Part III”，镰仓画廊，东京 

  “当代日本雕塑”，朱利安柯尔尼可画廊，巴黎 

 “夏日展：Frank Stella, Richard Serra, Jean Michel Basquiat, Anselm 

Kiefer, 原口典之”，池田画廊，东京 

1984 “70 年代展”，镰仓画廊，东京  

“1970-1984 年日本当代艺术潮流：国际性与独立性”，东京市立美术馆，

东京 

1982 “日本当代艺术展望”，富山县立美术馆，富山 

第八届现代雕刻展，神户市立须磨离宫公园，兵库 

1981 “黑”，杜塞道夫博物馆，杜塞道夫 

“进化中的结构 – 70 年代的艺术”，罗兹，波兰 

“日本现代美术展 – 70 年代美术动向”，韩国文化振兴院美术文化会馆，

首尔 

1980 “80 年代的视野”，原美术馆，东京 

1978 六届现代雕刻展，神户市立须磨离宫公园，兵库  

1977 卡塞尔文件展，德国 

第十届巴黎双年展，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巴黎 

  阿拉佛德舒梅拉画廊，杜塞道夫，德国 

“美日当代艺术家交换展”，兰顿街画廊，三籓市 

1976 1976 年京都双年展，京都市美术馆，京都 

悉尼双年展，新南韦尔斯画廊，悉尼 

“次元与状况”，纪伊国屋画廊，东京 

1975 “京都独立展”，京都市立博物馆，京都 

“次元与状况”，纪伊国屋画廊，东京 

第六届现代日本雕刻展，宇布市野外雕刻美术馆，山口 

“今日静物展”，横滨市民画廊，神奈川 

“展览”，横滨美术馆，横滨 

1974 “日本—传统与现代”，杜塞道夫美术馆，德国 

1973 “点展”，横须贺田浦港，神奈川 

第八届日本艺术节，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东京（文部大臣奖） 

“次元与状况”，纪伊国屋画廊，东京 

第一届雕刻之森美术馆大赏展，乡根雕刻之森美术馆，神奈川 

第五届现代日本雕刻展，宇布市野外雕刻美术馆，山口 

“绘画 74”，金画廊，东京 



 

 

1972 “墬与涌”，东京美国中心，东京 

“当代画家‘72 年展”，横滨市民画廊，神奈川 

1971 “文字与影像”，皮那尔画廊，东京 

  “第十届现代日本美术展”，东京国立近代美术展，东京 

 “三人展”，射手座画廊，京都 

 “印刷 1972”，代田画廊，东京 

1970 “70 年代画家展”，常盘画廊，东京 

 “第三届 Apple in Space”，东京 

 当代艺术节庆，横滨 

1969 “第五届国际青年美术家展”，池袋西武百货公司，东京 

 “三人展”，秋山画廊，东京 

 “第四届日本艺术节”，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东京（文部大臣奖） 

 “第二届 Apple in Space”，村松画廊，东京 

 “现代美术动向”，京都国立近代美术馆，京都 

1968 “第一届 Apple in Space”，日比谷画廊，东京 

 “Nippon Kamaitachi”，横滨市民画廊，神奈川 

1967 “20 代 MOB”，村松画廊，东京 

1966 “第七届现代日本美术展”，东京都美术馆，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