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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1962 生于北京 

1981 北京工艺美术学校 

1988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1996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班 

 

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现工作、生活于北京和纽约 

 

 

展览记录／部分个展： 

 

2020 展望：埃迪亚物，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2019 展望：隐，诚品画廊，台北，台湾 

2017 展望：境象，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中国 

2015 暂时什么都不是，OCAT 当代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2014 应形，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2012 无所遁形，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小宇宙，新加坡泰勒版画院，新加坡 

2011 我的宇宙，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2010 素园造石机——一小时等于一亿年，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反射’展望个展，诚品画廊，台北，台湾 

2008 园林乌托邦，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点石成金，亚洲美术博物馆，旧金山，美国 

第 86 尊圣像，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展望，海恩斯画廊，旧金山，美国 

2006 都市山水——北京，威廉姆斯学院艺术博物馆，马萨诸塞州，美国 

2005 展望：镜花缘，汉雅轩，香港，中国 

2004 珠峰计划——极点，珠穆朗玛峰 8848 处，中国 

2003 新补天计划，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中国 

2002 从瑞典到台北——展望不锈钢假山石个展，台北；台中，台湾 

2001 镶长城，八达岭残长城，北京，中国 

进与出——浮石计划，哥德堡，瑞典 

假造的自然——展望不锈钢假山石个展，汉雅轩，香港，中国 

2000 跨越 12 海里——公海浮石漂流，胶南灵山岛，山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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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空灵·空——诱惑系列，中央美术学院画廊，北京，中国 

 

 

展览记录／部分群展： 

 

2019 北京 CBD 艺术季，CBD 城市森林公园，北京，中国 

生活之内，UCCA，北京，中国 

2019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大鹏所城，深圳，中国 

历史的凝视——再访当代中国艺术，深圳木星美术馆，深圳，中国 

空间重构——裕华城市景观雕塑展，河北师大博物馆，石家庄，中国 

嘉德典亚艺术周 GFAA 公共项目‘时间场’，嘉德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向心——城市共生计划，安美术馆，北京，中国 

时代经典——2019 中国雕塑学术邀请展，海澜美术馆，江阴，中国 

开合未来——2019 武汉国际创客艺术节，合美术馆，武汉，中国 

人民的纪程——主题性与纪念性雕塑大展，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杭州，中国 

第十四届库里蒂巴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奥斯卡•尼迈耶博物馆，库里蒂巴，巴西 

画屏：传统与未来，苏州博物馆，苏州，中国 

武隆懒坝国际大地艺术季，重庆，中国 

快闪双年展——北京工作室流变史，九美术馆，北京，中国 

第二届平遥国际雕塑节，平遥，中国 

探索城市的“身份”与“符号”，深圳国际海滩雕塑艺术节，深圳，中国 

物质的魅力：来自中国的物质艺术，洛杉矶郡立博物馆，洛杉矶，美国 

极限混合：2019 广州空港双年展，广州翼·空港文旅小镇，广州，中国 

多重身份与共同体，牧云空间，北京，中国 

嬗变——当代艺术邀请展，云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超越边界，中央美术学院与英国斯莱德美术学院的一场互动交流，萨摩赛特宫，伦敦，英国  

2018 2018 中国大同雕塑双年展，大同，中国 

艺术史 40 x 40：从四十位艺术家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宝龙美术馆，上海，

中国 

感同身受，松美术馆，北京，中国 

首届平遥国际雕塑节，平遥，中国 

艺·在生活：沉浸式艺术设计展，国家大剧院，北京，中国 

大地之维，麓美术馆，石家庄，中国 

日月光华，威尼斯奎利尼斯坦帕利亚基金会博物馆，威尼斯，意大利 

融汇，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北京，中国 

丝路新语·2018 博鳌国际雕塑展，博鳌，中国 

时代的镜子，上海现代艺术基地，上海，中国 

海南城市公共艺术计划—来自中英的艺术家，海口，中国 

艺游维港，香港添马公园，香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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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西澳海岸雕塑展，珀斯，澳大利亚 

2017 吴彬：十面灵璧图，洛杉矶郡立博物馆，洛杉矶，美国 

1989 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所罗门·R·古根海姆美术馆，纽约，美国 

第四届美术文献展/应力场，湖北美术馆、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武汉，中国 

首届安仁双年展：今日之往昔，安仁，中国 

态度中国–德国当代艺术家联展，云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首届檀香山双年展：现在 | 此地之中，檀香山，美国 

金蝉脱壳——纪念黄专逝世周年邀请展，OCAT 深圳馆，深圳，中国 

2016 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萧条与供给，百家湖美术馆，南京，中国 

今天重做，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开始之前结束之后 II，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KENPOKU ART 2016 茨城县北艺术节，天心纪念五浦美术馆，茨城，日本 

研究室计划（第三回）运行中的‘非形象’，正观美术馆，北京，中国 

后知识分子，泉空间，北京，中国 

文明的回响——穿越敦煌，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北京，中国 

2015 化生—中国当代艺术展，老屠宰场艺术中心，蒙斯，比利时  

CHINA 8，勒姆布鲁克博物馆，杜伊斯堡，德国 

破图集，寺上美术馆，北京，中国 

2014 第三种批判——艺术语言的批判性，时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西云东语——中国当代艺术研究展，合美术馆，武汉，中国 

公共艺术项目，中法艺术公园，顺德，中国 

沉实的足迹——南京国际美术展特邀展，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南京，中国 

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实验艺术展区，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巴塞尔艺术展意象无限展区，巴塞尔，瑞士 

2013 水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美国 

溪山清远——中国新艺术，圣莫尼卡艺术中心，巴塞罗那，西班牙 

历史之路——威尼斯双年展与中国当代艺术 20 年，威尼斯军械库，威尼斯，意大利 

领军当代——AAC 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获奖艺术家邀请展，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交互视象——2013 海峡两岸当代艺术展，国立台湾美术馆，台中，台湾；中国美术馆，北京，

中国 

移位：动为行——国际新媒体艺术展，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2012 内外兼修——中国当代艺术展，伊斯坦布尔现代美术馆，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高度——首届新疆当代艺术双年展，乌鲁木齐，中国 

记忆的穿越——苏州金鸡湖美术馆开馆展，苏州金鸡湖美术馆（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2 层），

苏州，中国 

品藏东方，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 

2011 清晰的地线：1978 年以来的中国当代雕塑展，寺上美术馆，北京，中国 

第五届成都双年展，成都，中国 

路易威登艺术时空之旅，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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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艺术长沙，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中国 

山水——希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瑞士卢塞恩美术馆，卢塞恩，瑞士 

典藏历史——中国新艺术展，成都当代美术馆，成都，中国 

帝王的天空：故宫珍宝展，密尔沃基美术馆，密尔沃基，美国 

线与形象，巴黎博览会特展，香格里拉酒店，巴黎，法国 

未来通行证——从亚洲到全球，第五十四届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威尼斯，意大利 

城市乌有园，MotArts，台北，台湾 

新境界——中国当代艺术，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堪培拉，澳大利亚 

路易威登新旗舰店开幕展，新加坡 

“如是——中国当代雕塑即景”户外雕塑展，第七届宋庄文化艺术节，北京，中国 

美术馆建筑设计研究展，元典美术馆，北京，中国 

无法缺席——中国当代艺术展，文轩美术馆，成都，中国 

黑白，零艺术馆，北京，中国 

2010 建构之维——2010 年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江南，北竿山国际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首届中国西部国际艺术双年展，宁夏，中国 

艺术北京 x 蓝• 创未来——大众汽车公共艺术展，三里屯 Village，北京，中国 

穿越地平线：中国当代艺术展，智利国家美术，圣地亚哥，智利 

改造历史：2000-2009 年的中国新艺术，国家会议中心，今日美术馆，阿拉里奥画廊，北京，

中国 

世界的艺术·世博轴雕塑长廊国际雕塑展：交叉小径的城市，世博轴长廊，上海，中国 

国货，别处空间，北京，中国 

伟大的表演，佩斯北京，北京，中国 

造型——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教师作品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中国 

云端——亚洲当代艺术大展，索卡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2007 正在建设中——中国当代艺术展，Deborah Colton 画廊，休斯顿，美国 

轮回，多丽丝·麦卡锡画廊，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多伦多，加拿大 

追补的历史——馆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展，广东美术馆，广州，中国 

网：再现空间、时间与文化，前波画廊，北京，中国 

被枪毙的方案，可当代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天行健——中国当代艺术前沿展，亚洲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媒介和传统的当代道路——中国当代雕塑十人展，亚洲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透明之局——当代艺术在西藏，拉萨，中国 

首届今日文献展——能量：精神·身体·物质，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金蝉脱壳——从传统和革命中的语言拯救，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南京，中国 

文脉当代：中国版本——当代艺术展，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前进中国：仕丹莱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展，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哥本哈根，丹麦 

聚能，11 Lijnen 基金会，奥登布尔格，比利时 

现在·上海，北京现在画廊上海站开幕展，现在画廊，上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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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仕丹莱收藏展，以色列博物馆，耶路撒冷，以色列 

2006 长征资本，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恒动：当代艺术对话，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中国 

书——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书籍再创，华美协进社，纽约，美国 

超设计——第六届上海双年展，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 

入境——中国美学，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中国 

第二届宋庄文化艺术节，北京，中国 

开放之路，第二届宋庄艺术节公共雕塑艺术邀请展，北京，中国 

城市进行式——现场张江，上海，中国 

第二届 Beaufort 海上三年展，PMMK 美术馆，奥斯坦丁，比利时 

虚虚实实——中国当代艺术展，Heyri 艺术基金会文化空间，首尔，韩国 

2006 年度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第二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北京，中国 

违章建筑，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新中国的风景，塞克勒美术馆，华盛顿；哈佛大学美术馆，马赛诸州，美国 

中式意识——审美营造的当代复兴，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以物之名：海上山艺术中心提名展，海上山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新西方主义——中国当代艺术在北京，红炫文化广场，北京，中国 

画幅决定态度——首届 5X7（平遥）照相双年展，平遥，中国 

2005 墙：中国当代艺术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北京，中国 

电子园林——国际新媒体艺术展，证大美术馆，上海，中国 

中国先锋雕塑，贝尔登博物馆，海牙，荷兰 

普遍经验——艺术，生活和旅游者的眼睛，当代艺术博物馆，芝加哥，美国 

静寂的雅致，森美术馆，东京，日本 

透明的盒子，SOHO 现代城，北京，中国 

快乐的价值转换，釜山现代美术馆，釜山，韩国 

麻将——希克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伯尔尼美术馆，瑞士；汉堡美术馆，德国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TS1 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北京，中国 

中国文化年，肯尼迪艺术中心，华盛顿，美国 

北京和北京，后海望海楼，北京，中国 

起飞：何香凝美术馆暨 OCAT 当代艺术典藏展，OCAT 当代艺术中心，深圳，中国 

2004 过去与未来之间：来自中国的影像艺术大展，国际摄影中心，纽约，美国 

超越界限，沪申画廊，上海，中国 

观光：悉尼美术学院与中央美术学院作品交换展，悉尼美术学院画廊，悉尼，澳大利亚 

中国·想象——中国当代雕塑展，杜依勒里公园，巴黎，法国 

游于气，资生堂，东京，日本 

汉雅轩二十年庆典，汉雅轩，香港，中国 

里里外外——中国当代艺术展，长征馆，里昂当代美术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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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巡展，罗马当代艺术博物馆，罗马，意大利；路德维格博物馆，布达佩斯，匈

牙利 

首届美术文献提名展，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武汉，中国 

2003 中国馆·造镜，第五十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梦想与冲突，威尼斯，意大利；广东美

术馆，广州，中国 

饮食改变生活，北京，中国 

漂流，后现代城，北京，中国 

开放的时代，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首届北京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左手与右手——中德当代艺术展，北京 798 时态空间，北京，中国 

中国当代艺术巡展，罗马当代艺术博物馆，罗马，意大利 

蓝天不设防，798 时态空间，北京，中国 

新生代与后革命，炎黄艺术馆，北京，中国 

观念地产展，高新技术交流会馆，深圳，中国 

2002 首届广州三年展：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广东美术馆，广州，中

国 

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瑞金；西昌，中国 

中国当代艺术巡展，杜伊斯堡博物馆，杜伊斯堡，德国 

中国当代艺术，巴西利亚艺术博物馆，里约热内卢，巴西 

北京——巴黎，皮尔卡丹艺术中心，巴黎，法国 

丰收——中国当代艺术展，农业展馆，北京，中国 

金色的收获，克罗地亚国家美术馆，萨格勒布，克罗地亚 

亚洲当代雕塑展，韩国国际艺术博览会，首尔，韩国 

2001 拱之大展，马德里，西班牙 

煲：当代中国艺术展，康斯那恩·哈斯艺术馆，奥斯陆，挪威 

新起点，艺术加油站，北京，中国 

十字路口，成都现代艺术馆，四川，中国 

梦：中国当代艺术展，大西洋画廊，伦敦，英国 

艺术与科学，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制造中国，伊森·科恩画廊，纽约，美国 

中国当代艺术家招贴展，红门画廊，北京，中国 

知识就是力量，北京图书大厦，北京，中国 

生活的庆典，东方广场，北京，中国 

石头和艺术——发现和制造自然，前波画廊，纽约，美国 

2000 当代雕塑邀请展，青岛雕塑艺术馆，山东，中国 

中国现代雕塑精品展，东方广场，北京，中国 

开放 2000：国际雕塑装置展，威尼斯，意大利 

隋建国和展望：雕塑双人展，LOFT 画廊，巴黎，法国 

人文山水，桂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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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中国前卫艺术家资料展，福冈亚洲美术馆，福岗，日本 

2000 西湖国际雕塑邀请展，太子湾公园，杭州，中国 

真实与虚拟的世界，云峰画苑，北京，中国 

海上·海上——2000 年第三届上海双年展，上海，中国 

这样才完整，Cotthem 画廊，布鲁塞尔，比利时 

1999 瞬间的转换——中国二十世纪末实验艺术展，SMART 美术馆，芝加哥，美国 

中国当代艺术展，LIMN 画廊，旧金山，美国 

形与体：1999 新加坡雕塑艺术节，新加坡 

长春国际雕刻邀请展，长春，中国 

第二届当代雕塑年度展，何香凝美术馆，深圳，中国 

世纪之门：1979-1999 中国艺术邀请展，成都当代艺术博物馆，成都，中国 

移动的城市，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哥本哈根，丹麦；海德美术馆，伦敦，英国；当

代艺术博物馆，赫尔辛基，芬兰 

1998 生存痕迹——当代艺术观摩展，现时工作室，北京，中国 

自主的行动——中国当代艺术录像展，艺术空间，奥克兰，新西兰 

生命的纪念——中国大陆青年雕塑家作品展，金宝山，台湾 

半个世纪的足迹——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回顾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中国 

中国当代美术二十年启示录展，劳动人民文化宫，北京，中国 

堆积，四合苑画廊，北京，中国 

传统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展，德国驻华大使馆，北京，中国 

第一届中国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何香凝美术馆，深圳，中国 

两性平台，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天津，中国 

移动的城市，现代艺术博物馆，波尔多，法国；P.S.1 当代艺术中心，纽约，美国 

1997 ‘97’中国当代艺术展，和多利美术馆，东京，日本 

移动中的城市——亚洲当代艺术（1997-1999 巡回展），奥地利，法国，美国，芬兰，英

国，丹麦 

永远的回归——南山雕塑展，南山雕塑院，深圳，中国 

中国之梦——97’中国当代艺术，炎黄艺术馆，北京，中国 

桂林大阳谷艺术园首届雕刻活动，桂林，中国 

延续：五人作品联展，中央美术学院，北京，中国 

1996 福冈国际雕塑野外展，福冈，日本 

中国天津 TEDA 国际雕刻艺术大赛，天津，中国 

山林雕刻公园第一回展，北京，中国 

当代艺术家学术邀请展，香港艺术中心，香港，中国 

雕塑与当代文化——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重庆，中国 

当代中国雕塑作品邀请展，南山雕塑院，深圳，中国 

现实·今天与明天：96’中国当代艺术展，国际艺苑，北京，中国 

1995 福冈国际雕塑野外展，福冈，日本 

中国天津 TEDA 国际雕刻艺术大赛，天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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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雕刻公园第一回展，北京，中国 

当代艺术家学术邀请展，香港艺术中心，香港，中国 

雕塑与当代文化——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重庆，中国 

当代中国雕塑作品邀请展，南山雕塑院，深圳，中国 

现实·今天与明天：96’中国当代艺术展，国际艺苑，北京，中国 

1994 废墟清洗计划，王府井，北京，中国 

第二届全国城市雕塑展，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同意 11 月 26 日作为理由，艺术交流活动，杭州；上海；北京，中国 

1993 海峡两岸雕塑艺术交流展，炎黄艺术馆，北京，中国；高雄美术馆，台湾 

1992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浙江美术学院画廊，杭州，中国 

1991 新生代艺术展，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中国 

七一——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中国 

1990 第一工作室作品展，中央美术学院画廊，北京，中国 

1987 美院学生作品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原陈列馆），北京，中国 

1986 京青年画展，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出版物及专访： 

 

2011 《展望：我的宇宙》，香港 Blue Kingfisher Limited 出版，香港，中国 

2010 《展望：反射》，台北诚品画廊出版，台湾 

《艺文中国——展望》，奥迪、旅游卫视、北京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合作出品 

《上天入地的艺术家——展望》，艺术玩家，湖南卫视 

2009 《新素园石谱》英文版，意大利 Charta 出版，意大利 

《展望——园林乌托邦》，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湖南 

2008 《今日中国艺术家——展望》，甘肃美术出版社出版，今日美术馆文献库系列 

《第 86 尊圣像》，长征空间出版，北京，中国 

《点石成金：从内华达金山来的雕塑》，亚洲艺术博物馆出版，旧金山，美国 

2007 《新素园石谱》，三联出版社出版，北京，中国 

2006 《展望：镜花缘》，汉雅轩出版，香港，中国 

《艺术的力量》入选美国大学艺术史教科书 

2003 《展望其人和他的艺术》，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专集介绍，中国 

1999 在《美术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出版《雕塑五十年》 

策划五十周年回顾展半个世纪的足迹，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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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2011 AAC 艺术中国年度雕塑家奖 

芭莎男士年度艺术人物 

2006 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 

2000 日本《艺术手册》世界最受关注当代艺术家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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