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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 
 
1960 出生於成都，中國 
現生活工作在成都，中國 
 
教育背景 
 
1989 四川美術學院木雕系學士學位 
 
 
個展 
 

2011 《中國當代藝術三十年藝術個案系列之抽離̶̶郭偉作品（2010-2011）》 , K 空間 , 成都 

2010 《郭偉‒B.TOGUO 》, Hadrien de Montferrand 畫廊 , 北京 

 《製造̶̶郭偉個展》 , 當代唐人藝術中心 , 香港 

2008 《郭偉個展》 , 當代唐人藝術中心 , 北京 

2007 《虛擬的自我》 復興藝術館 新加坡 

2006 《關注當下---郭偉個人展》，第雅藝術，台南 

 《房間裡的雲》 LOFT 畫廊, 巴黎，法國 

2005 《網絡筆記---個人展》，現在畫廊，北京 

2004 《室內、蚊子與飛蛾》，LOFT 畫廊，巴塞羅那，西班牙 

2002 《郭偉個人畫展》東方藝術基金會，澳門 

2001 《郭偉個人畫展》FRUMKIN/DUVAL 畫廊，洛杉磯，美國 

 《郭偉個人畫展》 LIMN 畫廊 舊金山，美國 

2000 《郭偉個人展覽》 LOFT 畫廊，巴黎，法國 

1999 《包紮狀態---郭偉創作展》台灣山美術館，高雄 

  
群展 
 
2011  《大學之道̶̶青年油畫家論壇聯展》, 大瀚藝術空間 , 杭州 

《物色•綿延̶̶2011 成都雙年展》, 音樂公園 , 成都 
《溪山清遠̶̶中國新繪畫》 ,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 舊金山，美國 
《薪火 2011̶̶優秀青年藝術家油畫》 , 杭州圖書館 , 杭州 
《當代名家版畫展》 , K 空間 , 成都 

2010  《書寫̶̶2010 南京雙年展》 , 江蘇省美術館 , 南京 
《具象研究̶̶圖像消費》 , 時代美術館 , 北京 
《改造歷史̶̶2000̶2009 年的中國新藝術》 , 國家會議中心 , 北京 

2009  《北京̶哈瓦那̶̶新中國當代藝術革命》 , 古巴國家美術館 , 哈瓦那 
2008  《北京̶雅典̶̶來自中國的當代藝術》 , 希臘 TECHNOPOLIS 國家當代藝術中心 , 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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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紙上圖畫暨美術文獻聖誕酒會》 , 美術文獻藝術中心 , 武漢，湖北 
《忽左忽右̶̶當代藝術作品展》 , 第五元素 , 北京 
《重構的世界圖景》 , K 畫廊 , 成都 
《黑白灰̶̶ 一種主動的文化選擇 》, 今日美術館 , 北京 
《1976̶2006鄉土現代性到都市烏托邦：“四川畫派”學術回顧展》 , 中外博藝畫廊 , 北京 
《第三屆貴陽藝術雙年展》 , 貴陽美術館 , 貴陽，貴州 
《七座高原》 Ming Art 畫廊 北京 
《從新具像到新繪畫” 北京唐人當代藝術中心 北京 
《交疊》 goedhuis 畫廊 紐約 

2006  《兄弟》，程昕東國際當代藝術空間，北京 
《赤裸真相》, 唐人畫廊，曼谷，泰國 
《虛虛實實̶̶亞洲當代藝術的再發現》, Heyri 藝術基金會, 韓國 

2005  《難以言喻的快樂”中國當代藝術選展》，塔馬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墨西哥 
《明日不回眸》 關渡美術館,台北 
《成都雙年展》 成都現代藝術館 ,成都 
《龍族之夢̶̶中國當代藝術展》，愛爾蘭當代美術館，愛爾蘭 
《中國藝術雙年展》 蒙彼利埃，法國 
《中國當代藝術展》 首爾藝術中心，韓國 

2004  《面對面̶̶六個畫家和一個時代》 第雅藝術，台南 
《之間》 唐人畫廊，曼谷，泰國 
《居住在成都》 深圳美術館，深圳 
《遙遠，又如此近》 華人藝術中心，曼徹斯特，英國 
《塑造》 藝博畫廊，上海 
《4+1》 亞洲藝術中心，台北 

2003  《中國前衛---Foundation Culturegest》，里斯本，葡萄牙 
《來自中國的藝術》，印度尼西亞國家美術館，雅加達 
《新繪畫 2003》 藝博畫廊，上海 

2002  《中國的現代性》 阿羅羅•阿爾瓦雷斯•彭特亞多基金會美術館，聖保羅，巴西 
《來自中國的新藝術》 古豪斯畫廊，紐約，美國 
《郭晉和郭偉》 四合苑畫廊，北京 
《首屆中國藝術三年展》 廣州藝術博物院，廣州 
《郭晉和郭偉》 古豪斯畫廊，紐約，美國 
《巴黎̶̶北京》 皮爾•卡丹藝術中心，巴黎，法國 

2001  《下一代̶̶亞洲當代藝術展》，帕薩熱•德雷斯美術館，巴黎，法國 
《成都雙年展》 成都現代藝術館,成都 
《郭偉和郭晉》 中國當代藝術畫廊，倫敦，英國 
《夢：2001 中國當代藝術》 紅樓軒畫廊，倫敦，英國 

2000  《郭偉、郭晉新作品展》 四合苑畫廊，北京 
《未來̶̶中國當代藝術展》 澳門 
《世紀之門》 成都現代藝術館，成都 

1999  《代表人民》 紐卡斯爾，英國 
《第 14 屆亞洲國際邀請展》 福岡美術館，福岡，日本 
《‘世紀之門’邀請展》成都現代藝術館，成都 
《中國當代藝術展》 LIMN 畫廊，舊金山，美國 

1998  《困惑̶̶中國當代繪畫和攝影展》 阿姆斯特丹，荷蘭 
《郭偉和郭晉藝術展》 FLANDERS，明尼阿波利斯，美國 
《郭氏兄弟展》 斯民藝苑，新加坡 

1997  《東方與東方在西方相遇》 LIMN 畫廊 ,舊金山，美國 
《8+8-1̶̶15 位當代藝術家繪畫巡迴展》 少勵畫廊，香港 
《首屆當代藝術學術邀請展》 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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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中國當代藝術展》 慕尼黑，德國 
《今日中國藝術展》 巴塞爾，瑞士 

1995  《中國油畫從現實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展》 THEOREMES 畫廊,布魯塞爾，比利時 
《來自 15 個中國藝術家工作室的作品》 REITHALLE ，慕尼黑，德國； 
《LITTMAM KUNSTPROJEKTE》，巴塞爾，瑞士；KIRIN 藝術空間，東京，日本 

1994  《’94 陌生情境》, 四川美術學院陳列館, 重慶 
1993  《首屆中國油畫雙年展》，中國美術館 ,北京 
1992  《後 89 中國新藝術展》 ,香港 “首屆廣州雙年展”,中央大酒店展覽中心,廣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