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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伟 

 

 

1958 生于四川 

 

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展览记录／部分个展： 

 

2021 总是，不是全部，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2018 寒武纪，长征空间展位，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上海，中国 

2015 脏物，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2014 时间寺，古根海姆美术馆，纽约，美国 

2013 “……或者事件导致了每一个无效的结果。” ，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2011 黄灯，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2010 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卡塞恩剧场，巴塞尔，瑞士 

2009 时间·剧场·展览，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2008 人质，上海证大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征兆：汪建伟大型剧场作品展，何香凝美术馆 OCT 当代艺术中心，深圳，中国 

2007 交叉感染，Hebbel am Ufer 艺术中心，柏林，德国 

三岔口，前波画廊，纽约，美国 

2006 躲闪，沪申画廊，上海，中国 

飞鸟不动，阿拉里奥画廊，北京，中国 

2005 飞鸟不动，前波画廊，纽约，美国 

2004 巨人的脚步，亚澳艺术中心，悉尼，澳大利亚 

1994 种植——循环，四川，中国 

1993 时间——过程·状态，香港艺术中心，香港，中国 

1992 汪建伟个展，香港艺术中心，香港，中国 

1991 汪建伟个展，民族文化宫，北京，中国 

 

 

展览记录／部分群展： 

 

2020 策展课 II：故事与结构，OCAT 深圳馆×华·美术馆，深圳，中国 

空间领导者，APSMUSEUM，上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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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密谋”，剩余空间，武汉，中国 

第六届国际跨媒体艺术节：近未来：可能生活，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主办，东钱湖

韩岭 / 东钱湖教育论坛张永和建筑艺术展区，宁波，中国 

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具身之境——中国录像艺术中的行为与表演，中国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北京，中国 

CEF 专题放映：汪建伟｜危险关系，或状态的现场，实验影像中心，线上 

2019 共时，坪山美术馆，深圳，中国 

美丽新世界，昊美术馆，上海，中国 

街角广场蒙太奇，剩余空间，武汉，中国 

降临，竖新镇前哨村当代艺术中心，上海，中国 

自由棱境，录像的浪潮，华侨城盒子美术馆，佛山，中国 

临界，悦来美术馆，重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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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哲匠之道：中国美术学院旧金山特展，旧金山美术学院，旧金山，美国 

悦来公共艺术展，重庆悦来，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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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成都，四川，中国 

时代的镜子，上海现代艺术基地，上海，中国 

2017 地标—测绘中国当代艺术，嘉德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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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信息是中立的，SSSSTART，上海，中国 

金蝉脱壳，深圳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深圳，中国 

从不扔东西的人，广东时代美术馆，广州，中国 

2016 Talk, Talk，剩余空间，武汉，中国 

脉冲反应 II——关于现实和现实主义的讨论，广东时代美术馆，广州，中国 

时间的测试：国际录像艺术研究展，广州红专厂当代艺术馆，广州，中国 

为什么表演？，明当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开始之前结束之后 II，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屏幕测试：1980 年代以来的华人录像艺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中国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2015，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研究室计划（第三回）运行中的“非形象”，正观美术馆，北京，中国 

事件的地貌，OCAT 深圳馆，深圳，中国 

艺术怎么样？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卡塔尔博物馆管理局阿尔里瓦克展览馆，多哈，卡塔尔 

2015 非形象——叙事的运动，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上海，中国 

不法营造，剩余空间，武汉，中国 

时间消失的早晨放映，蓬皮杜艺术中心，巴黎，法国 

实验剧场 30 年，上海明圆美术馆，上海，中国 

民间的力量，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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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塞顿开——中德观念艺术比较研究展，合美术馆，武汉，中国 

2014 开始之前结束之后，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太平广记，红砖美术馆，北京，中国 

2013 西岸 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上海，中国 

时代肖像——当代艺术三十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中国 

Kino der Kunst 13，Kino der Kunst，慕尼黑，德国 

“2013 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获奖艺术家作品展览，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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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皇后，古今艺术博物馆，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 

第十一届沙迦双年展：重现——新的文化制图，沙迦，阿联酋 

绿盒子·重绘形貌：媒体现实的空间，中国美术学院媒体城市研发中心，杭州，中国 

2012 移动影像双年展，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第四届广州三年展：见所未见，广州，中国 

像想！当代中国肖像展，国立肖像馆，堪培拉，澳大利亚 

艺术之变，海沃美术馆，伦敦，英国 

移动：1960 年开始的艺术与舞蹈，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首尔，韩国 

中国影像艺术二十年，Luigi Pecci 当代艺术中心，普拉多，意大利 

黄灯：当代中国新媒体，莫里斯和海伦贝尔金艺术馆，温哥华，加拿大 

第七届深圳雕塑双年展：“偶然的信息：艺术不是一个系统，不是一个世界”，华侨城当代艺

术馆，深圳，中国 

2011 平行世界，奥沙画廊，香港，中国 

长征空间春季综合展，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第四届莫斯科双年展：改写世界，莫斯科，俄罗斯 

时间的形状——当代中国艺术的多重历史，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海报展，桃浦大楼，上海，中国 

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中国影像艺术 1988-2011，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H-BOX——一个游牧艺术影像放映室，爱马仕企业基金会项目，Artsonje 艺术中心，首尔，

韩国；北京，中国 

ACT►TION 影像展，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典藏历史——中国新艺术展，成都当代美术馆，成都，中国 

2010 Edge of Elsewhere，坎贝尔敦艺术中心，悉尼，澳大利亚 

纸上美术馆：12 位华人艺术家，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Out of the Box，博而励画廊，北京，中国 

穿越历史——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贵点艺术空间，北京，中国 

2010 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中国 

长征计划——胡志明小道，长征空间，北京，中国 

第八届上海双年展：巡回排演，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 

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卡塞恩剧场，巴塞尔，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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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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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09 北京——哈瓦那：新中国当代艺术，古巴国家美术馆，古巴 

国家遗产：一项关于视觉政治史的研究，何香凝美术馆 OCT 当代艺术中心，深圳；阿拉里

奥画廊，北京，中国 

喜马拉雅计划，阿拉里奥画廊，北京，中国 

碰撞——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实验的案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中国 

历史的图像——2009 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深圳美术馆，深圳；湖北美术馆，湖北，中国 

地图游戏：变化动力，COAS，Lungonera Savoia 路，特尔尼，意大利 

国家遗产——一项关于视觉政治史的研究，曼彻斯特城市大学，英国 

2008 我们的未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地图游戏，变化动力：国际视觉艺术暨建筑项目，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面对现实，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维也纳现代美术馆，维也纳，奥地利 

趣味的共同体，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中国动力（第三站） ，卢森堡现代美术馆，卢森堡 

2007 迂回中国，Hebbel am Ufer 艺术中心，柏林，德国 

中国欢迎你，格拉茨美术馆，格拉茨，奥地利 

交流的样式，Het Domein 美术馆，锡塔德，荷兰 

2006 中国当代，布宁根博物馆，鹿特丹，荷兰 

2005 2005 阿德莱德实验电影节，阿德莱德，澳大利亚 

China Now，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美国 

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广州，中国 

2004 全新空间，沪申画廊，上海，中国 

第五届上海双年展：影像生存，上海，中国 

金门碉堡艺术馆——18 个个展，金门，台湾 

第三届汉城国际媒体双年展，首尔，韩国 

布鲁塞尔戏剧艺术节，布鲁塞尔，比利时 

过去与未来之间：来自中国的新摄影和录像艺术，国际摄影中心，纽约；斯玛特艺术博物

馆，芝加哥，美国 

相反的过去：东亚当代艺术，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圣地亚哥，美国 

Camera，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 

2003 影／室，巴黎市立现代艺术美术馆，巴黎，法国 

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梦想与突破——观看者独裁（中国馆），威尼斯，意大利 

维度怎样成为形式：全球化时代的艺术，沃克艺术中心，明尼阿波里斯市，美国 

巴黎秋季戏剧节，蓬皮杜艺术中心，巴黎，法国 

仪式多媒体戏剧，伦敦当代艺术中心，伦敦，英国 

2002 第二十五届圣保罗双年展：都市群像，圣保罗，巴西 

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广州，中国 

布鲁塞尔戏剧艺术节，布鲁塞尔，比利时 

场所+视觉，亚洲文明博物馆，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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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泸定桥站，中国 

2001 状态，柏林当代艺术展览中心，柏林，德国 

行为的转译，世界文化宫，柏林，德国；皇后美术馆，纽约，美国 

你家是我家，东京歌剧院画廊，东京，日本 

生活在此时：中国当代艺术家展，汉堡火车站美术馆，柏林，德国 

2000 法国国际影像节，巴瑞思，法国  

布鲁塞尔艺术节，布鲁塞尔，比利时  

布莱顿艺术节，布莱顿，英国  

世界影像节，阿姆斯特丹，荷兰  

第三届上海双年展：海上·上海，上海，中国  

你家是我家，罗丹画廊，首尔，韩国 

1999 面对·飞速——新中国影象艺术展，澳门当代艺术中心，澳门，中国 

移动的城市，路易斯安那现代美术馆，弗雷登斯堡，丹麦；P.S.1 当代艺术中心，纽约，美

国；海沃美术馆，伦敦，英国 

第一届墨尔本国际双年展（中国馆），墨尔本，澳大利亚  

第十届日本山形国际记录片电影节，山形，日本  

北京——伦敦，伦敦当代艺术中心，伦敦，英国 

1998 移动的城市，Secession 美术馆，维也纳，奥地利；波尔多现代美术馆，法国 

九八中国旅程：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科技大学艺术中心，香港，中国 

1997 第九届日本山形国际记录片电影节，山形，日本  

进与出——学院交流巡回展，拉萨尔艺术学院，新加坡；墨尔本皇家工艺美术学院，墨尔

本；悉尼大学美术馆，悉尼，澳大利亚；何香凝美术馆，深圳，中国 

另一次长征：九十年代中国概念和装置艺术，Chassé Kazerne，布瑞德，荷兰  

第十届文献展，卡塞尔，德国 

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学术展，中国美术馆；首都师范大学美术馆，北京，中国 

1996 第二届亚太地区当代艺术三年展，昆士兰美术馆，昆士兰，澳大利亚 

1995 新亚洲艺术展，大阪；东京，日本  

首届光州双年展：超越边界，光州，韩国 

1994 中、韩、日 94’ 北京国际交感艺术展，首都师范大学美术馆，北京，中国 

1993 后 89 中国新艺术展，香港艺术中心，香港；玛勃洛画廊，伦敦，英国 

“MAO GOES POP” NAE 展，悉尼，澳大利亚 

 

 

奖项： 

 

2013 第十届“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奖，北京，中国 

罗博年度艺术家奖，上海，中国 

2012 第七届 AAC 艺术中国“年度艺术家·装置多媒体类”奖，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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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瑞信今日艺术奖，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2008 美国当代艺术基金会年度艺术家奖（FCA Grants to Artists Award），纽约，美国 

1984 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北京，中国 

 


	汪建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