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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夫 
1964 出生於南京 

2002 畢業於南京藝術學院油畫系 

現工作及生活於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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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展 
2018 《顫動的重影 — 劉國夫個展》 3812畫廊，倫敦，英國 
2016 《虛筆 — 劉國夫個展》 3812 畫廊，⾹港 
2015 《劉國夫繪畫沙龍》 3812 畫廊，⾹港 
2011 《異景 — 劉國夫個人作品展》 今日美術館/江蘇省美術館/上海美術館，北京/江蘇/上海，中國 

主要聯展 
2019 《⼼．景 V — 夏季藝術家聯展》 3812 畫廊，倫敦，英國 

《3812畫廊藝術家聯展》 水墨現場台北展博會，台北，台灣 
2018 《脈．絡—藝術家聯展》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2018 ，台北，台灣 
2017 《夏季展覽 2017》 3812 畫廊，⾹港 

《元素—王劼音與劉國夫雙個展》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2017，台北，台灣 
2016 《3812藝術家聯展》 典亞藝博 2016，⾹港 

《⼼．景 III — 藝術家聯展》 3812 畫廊，⾹港 
2015 《⼼．景 II — 藝術家聯展》 3812 畫廊，⾹港 

《空間之奧 — 藝術家聯展》 3812 畫廊，⾹港 
《3812藝術家聯展》 典亞藝博 2015，⾹港 

2014 《空寒 — 自然的虛托邦》 索卡藝術中⼼， 北京，中國 
《社會風景 — 中國當代繪畫中的風景敘事》 四川美術學院當代藝術研究所，成都，中國 
《沉實的足跡 — 南京國際美術展特邀展》 南京國際美術展，南京，中國 
《對話 5:5 — 中德藝術家聯展》 德國波恩當代藝術館，波恩，德國 
《共振計畫 — 瑞士 2014無形之形：中國當代抽象藝術展》 聖．烏爾班當代藝術博物館，瑞士 

2013 《中德文化年“無形之形”— 中國當代藝術展》 寺上美術館，北京，中國 
《對白 — 虛薄藝術第二回展》 索卡藝術中⼼，北京，中國 
《應無所住·江蘇當代藝術研究展》 浙江美術館，杭州，中國 
《逾越》 張江美術館，上海，中國 
《中德文化年“無形之形”— 中國當代藝術展》 湖北美術館，武漢，中國 
《逾越 — 中國繪畫 2013》 夏宮，愛丁堡，英國 
《⼼．景 — 藝術家聯展》 3812 畫廊，⾹港 

2012 《虛薄 — 繪畫展: 首屆國際莊子會議平行展》 元典美術館，北京，中國 
《第四屆廣州三年展：去魅中國想像 — 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展》 廣東省美藝館，廣東，中國 
《墨．界》 M50 大德堂華府，上海，中國 
《中式表現 — 2012 油畫邀請展》 鳳凰藝都美術館，無錫，中國 
《北部藝術區 2012國際藝術大展》 卡爾舒特藝術中⼼，比德爾斯多夫，德國 

2011 《中國意志 — 中國當代邀請展》 北京當代美藝館，北京，中國 
《相遇與鄉愁— 當代藝術巡迴展》 青和當代美術館/漢品藝術空間/藍頂美術館/重慶大劇院，南京/杭州/成都/重慶，中國 
《南京當代藝術年度展》 尚東藝術中⼼，南京，中國 
《破碎的文化 = 今天的人? 平行展》 第 54 屆威尼斯雙年展，威尼斯 

2010 《你西我東》 深圳美術館/武漢美術館/西安美術館，中國 
《南京當代藝術年度展》 尚東藝術中⼼，南京，中國 

2009 《文脈精神．中國版本 — 當代藝術展》 青和當代美術館，南京，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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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東方 — 中國當代藝術家四人作品展》 安．布萊恩藝術館，東倫敦/伊利莎白港/那斯納/威靈頓，南非 
2008 《對應 — 南京．成都 2008: 青和當代美術館學術交流展》 青和當代美術館/空港十號藝術中⼼，南京/成都，中國 
2007 《超越圖像 — 中國新繪畫 2007 年「藝術當代」架上藝術學術提名展》 上海美術館，上海，中國 

《自轉 — 青和當代美術館開館展》 青和當代美術館，南京，中國 
2006 《南北油畫家邀請展》 中國美術館，北京，中國 

《中國油畫名家精品展》 江蘇省美術館，江蘇，中國 
《變異的圖像 — 中國當代油畫邀請展》 上海美術館，上海，中國 

2005 《無盡江山油畫展》 江蘇省美術館，江蘇，中國 
2004 《中國當代藝術邀請展》 南京博物館，南京，中國 

《中國當代油畫邀請展》 劉海粟美術館，上海，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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