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伟：临其境 



魔金石空间十分荣幸地呈现艺术家梁伟的第二次个展“临其境”。  

作为中国当代绘画的闪亮新声，梁伟一直在探索一种独一无二的抽象艺术
形式。这一形式从现代与古典绘画传统中汲取养分。艺术家有意绕开以观
念或主题为主导的构图，而是从大量物质对象中撷取出图像，将其拆解为
碎片，再从想象出发重组为崭新的形态。由此，梁伟使用丙烯颜料、水墨
与水溶笔等材料展开了严谨细腻的绘画过程，而其结果宛如一幅幅诡秘的
地貌景象，并带有古典山水的幢幢影子。原图被摧毁的过程赋予了这些抽
象地形无穷的吸引力。当我们的视线试图在画布上辨别抽象中的内容时，
一些尚可识别的形状线索开始在眼前浮现，越来越多……最终，出乎意料
的新形态似乎渐渐显现，又消失于混乱中。  

梁伟所选择的源图像映照了她对历史、古典艺术与建筑、当下都市环境及
电影的浓厚兴趣。每一件作品似乎都以其自身能量及存在理由构筑起一个
异想世界。我们几乎能看清，隐蔽的众多现实正等待着从混沌中破壳而出，
有如脑海中好几部电影同时闪过。梁伟的一些画作具有暴力与嬗变的两极
特性，仿佛处于自我创造或毁灭的双重过程中，而另一些却体现出平衡，
引发沉思。在本次呈现的新作中，梁伟制造出前所未见的陌生现实，它们
源于我们自身，却与我们的经验格格不入。

梁伟：临其境 

展期：2018.3.22 – 5.6



关于艺术家

梁伟是来自北京的绘画及影像艺术家，1999 年毕业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造型艺术学院。  

梁伟一直在探索一种独一无二的抽象艺术形式，并从现代与古典绘画传统
中汲取养分。艺术家有意绕开以观念或主题为主导的构图，从大量物质对
象中撷取出图像并将其拆解为碎片，再从想象出发重组为崭新的形态。由
此，梁伟使用丙烯颜料、水墨与水溶笔等材料展开了严谨细腻的绘画过程，
创作了一系列不拘于形式、内容并始终贯穿着缜密个人语言的作品，展现
着一种有序与无序的平衡。她分解图像以重构出介于无序边缘的抽象画面，
并使得观者来思考如何恢复秩序。当我们的视线试图在画布上辨别抽象中
的内容时，一些尚可识别的形状线索开始在眼前浮现，却又似是而非；最终，
出乎意料的新形态似乎渐渐显现，旋即又消失于混乱中。 
 
梁伟画作中多变的形式感反映了她在创作初期对于素材的广泛涉略。艺术
家所选择的源图像映照了她对历史、古典艺术与建筑、当下都市环境及电
影的浓厚兴趣。每一件作品似乎都以其自身能量及存在理由构筑起一个异
想世界，描绘着诡秘的地貌景象，并带有宋代山水画的幢幢影子。从 2004
年开始，梁伟的绘画多以各种当代都市生活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作为出发点，
近年来则拓宽到了人物、面部、风景和经典名作上，构图也更为自由开放。  

艺术家的重要展览包括：Out of Ink，佩拉美术馆，伊斯坦布尔（2019）；
临 其 境， 魔 金 石 空 间， 北 京（2018）；.com/.cn，K11 艺 术 基 金 会、
MoMA PS1，香港，上海（2017）；然前然后，魔金石空间，北京（2016）; 
歧义花园，四方美术馆，南京（2013）；居住地——来自中国和巴西的艺术家，
香格纳画廊，上海（2012）；中国影像艺术 1988-2011，上海民生美术馆，
上海（2011）；亚洲城市网络 2007，首尔美术馆，韩国（2007）；第 12 
届加尔各达电影节，印度（2006）；中国发电站，伦敦，英国（2005）。 



展览现场：梁伟：临其境，2018



关口附近 ,2016, 布面丙烯，水墨，水溶笔 ,140×1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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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噪音，2016，布面丙烯，水墨，水溶笔，150×200cm



展览现场：梁伟：临其境，2018



从明天起，2018，布面丙烯，水墨，水溶笔，140×190cm



亦非留存，2017，布面丙烯，水墨，水溶笔，130×170cmm



现在或以后，2016，布面丙烯，水墨，水溶笔，119×200cm



临其境，2017，布面丙烯，水墨，水溶笔，90×150cm



展览现场：梁伟：临其境，2018



记忆相遇，2017，布面丙烯，水墨，水溶笔，140×200cm



细腻的弊端，2018，布面丙烯，水墨，水溶笔，130×180cm



精选文章 & 媒体报道



Billy Tang：建筑及其在城市中的转化是你早期画作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这

和城市发展、熵增、衰退的演变过程大致相关，更反映了城市、社会与政

治的秩序是如何协商与建立这一中国的现实经验。你之前提到你的作品给

人这样的感觉体验：所有元素都稍稍失控，但又多少被内在的秩序感松散

地联系起来。我想由此开始探讨你早期作品（自 2004 年起）背后的动机。

梁伟：是的，我最早的作品是 2004 年的。你描述我以前的工作方式是比较

准确的。以前的题材相对具体，是关于都市、机械、垃圾、堆积、秩序、混沌，

各种当代都市生活所面临的环境和内容问题。这些内容在我绘画里是有内

在逻辑的，而且全靠这内在逻辑维持一种构图秩序，就像现实的混乱也有

一种内在逻辑来维持秩序。在几年的工作当中，我面临的题材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而这题材的变化改变了我作品的构图逻辑和绘画方法。

BT：一直以来，轮廓都是你绘画中的重要技法。一些作品中的色彩完全从

物体中提取，呈现出一种图表式的构图，这一特征走向在后来的作品中（大

约在 2015 年以后）更加强烈。你早期作品的构图中还有一种“机械感”，

然而图表的目的是提取信息使其简单易读，你的方式却是增添不同的形式

手段，使空间变得更加复杂难辨。与图表式相对的是，在你的绘画过程中，

毫不相关的事物通过一种内在逻辑彼此聚合。这两种组织原则间的关系很

有意思。你曾经提到过一种经验——城市中的事物相互更替，或是仿佛无

逻辑地被重建。你是否试图在作品中反映这一点？能详细谈谈你最近作品

在这一意义上的转变吗？

梁伟 & Billy Tang 对谈

2018 年 3 月



梁：我以前面对的都市题材不是根据具体事件，不过可以说是根据当时的

大环境。2000 年代的北京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可是同时感觉是没有秩序的。

我的工作室在环铁的村子里，所以天天面临的环境是城乡结合部，不是高

楼大厦。所以我能够感觉到我周围的都市环境是错综复杂的，不是井井有

条的。可是很重要的是，我的绘画没有企图去描述或者揭露什么，我画的

是我脑海里的画面感，不是现实本身。所以，我画的任何物件都没有具体

身份，没有具体地点或者文化背景。从 2015 年开始我面对的题材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我没有约束自己面对任何材料。从这时开始我自己对题材的兴

趣或者敏感区域扩大了，从原来的都市碎片到全世界任何东西。所以我现

在任何图像都有可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没有特意包容或拒绝任何内容或题

材。

BT：你的近作与过去的作品有一点十分不同：原始素材与它们在画面上最

终呈现的状态相去甚远。之前的重点或许是强调指涉城市物理变化的建筑

或者科技图式。而现在，你处理画面的过程更多的体现出一种随机化，这

种方式主导了作品的构图方向。作品似乎从描绘城市物理变化转为回应当

下的图像泛滥与信息饱和。在过载的知觉体验当中，你的作品呈现出一种

可能性——它们内化出一种个人的方式来读取信息。它们挑战我们的视觉

能力来为众多繁杂的信息和可能赋予意义。在观看你的作品时我发现一种

特质，它使我联想到“幻想性错觉” (apophenia)——这一术语用来描述一

个人开始在毫无关联的事物之间识别出图像与意义。最常见的例子是人们

有时会在云朵或月亮中看出一个人的脸。这是否反映了你现在的创作方法？

是否与你的技法相关联？你如何控制这种影响？你的近作有一个很明显的

特征，它们使观者在脑海中本能地将画面上的碎片聚合为风景般的图像。

梁：我的作品后来不受任何题材的限制，构图也就随之解放了。我可以开

始探索各种不同的构图和绘画方法。我以前的作品有题材，可是现在的作

品可以说没有题材。我用一些原图来作为构图构造的开始，可是最终的画

面没有跟那些原图发生任何题材上的关系。这个变化很大。

关于识别作品里的一些形象，只有我最近画的两张用直线形成的作品是有

的。其他作品里我彻底把我用的所有形象都打得太碎，不太可能看出来是

什么。可是在我直线的作品里《亦非留存》和《粘住振响》中，我故意地

保留了一些形象。基本上，我用的原图和怎么结合不同的原图是凭感觉的，

有时一张画的开始是随机的，在创作的过程中开始根据随机性形成的趋势

来判断并选择方向。我现在可以结合任何题材或者图像，唯一的重点是我

得对图像有兴趣，图像和图像之间的关系有时是随机的，有时是有相应关

系的，比如这次参加香港巴塞尔博览会的一张作品《干雨》，这张画我用

了变形金刚的图片和西方早期无名绘画 Saint George and the Dragon 的

组合创作，我觉得很有趣。

BT：用“似是而非”这个词来描述你的绘画技巧十分恰当。每一幅图像都

蕴含着隐藏的承载力以及超脱对错二元论与层次秩序的内在逻辑。这使我

联想到你早期作品中对废弃物的兴趣——人们通常很少考虑到这些卑微的

物体。同时，你也在作品中瓦解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界限。



梁：我的作品的确有“似是而非”的感觉。这是我要追求的大方向。我没

有想创作抽象或者具象的作品。我也没有想做油画、丙烯画、水彩或水墨

绘画。我的画面里的确好像有一些能认出来的东西在里面。可是近看又不是。

这是人的眼球和大脑的一种游戏，大脑不得不识别所看到的一切。大自然

没有抽象。虽然我没有故意画出这样的具体效果，可是我的构图和绘画方

法会自然而然地呈现这个结果。这是因为我构图本身是由一些具体的图像

组合而成的。我将具体图像破碎后进行重新组合，里面会有以前图像的影

子的碎片。因此我们的眼睛在画面上到处都能找出具象的阴影，可是又不

能得到识别具体事物的满足。

BT：我想谈谈你绘画中的技法。你之前提到过，你的作品受到中国绘画（尤

其是宋代绘画）的影响。在此我们可以回到之前关于作品所涉及的外在与

内在秩序的讨论。这些秩序决定了形式、色彩、构图、透视如何具化为现实。

或许这回到了之前的关注点——通过另一种方式来体现事物之间的融会贯

通。这种方式强调事物之间某种隐藏的关联，而非单纯地指向视觉上的相似。

你对宋代绘画的兴趣是与组织画面的技法有关，还是也涉及到哲学、观念、

历史方面？

梁伟：我很喜欢宋代绘画，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巅峰时期。我觉得宋代绘

画有一种非常广阔的世界观，有庞大的气象感。这种状态是非常难得的。

我虽然没有真正研究过宋代绘画，可是宋画的宇宙观和气场非常珍贵，是

几乎不可能颠覆的。这对我来讲也重要，有一个最高境界作为艺术的标准。

不过我没有对宋画有什么真正的研究，也很难说受过宋画的直接影响。我

这两年的作品远看有可能像山水，可是近看又不是。我后来才发现我某些

作品有一点宋画的构图感，可是这并不是我故意去追求的。我不会涉及哲学、

观念或者历史的内容来思考绘画，我追求的是绘画本身的问题。是自己面

对世界，而没有这些题材作为内容或思想的辅导。

BT：是否有其它影响引导了你的创作？我记得电影也时常成为你创作的素

材。

梁：应该说有很多方面对我有影响，不仅仅是都市环境。电影也是，虽然

我不会直接或者故意用电影的概念或者内容在我的作品里面，可是我觉得

这个艺术形式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电影的时间是一种图片的叠加和覆盖，

这跟我的作品是有一定关系的。另外，艺术史也对我非常重要。我现在的

画面里有许多原图是来自西方艺术史的作品。可是可能对我影响最大的是

网络。虽然外面的实体现实是我以前作品的核心内容，可是网络的虚拟世

界也一样真是，因为它给我作品带来另一个世界观，就是所有东西并存的

现实。时间、地点、题材都并存于网络。我作品的画面有时候有这种关系。

最近我参加的 K11 与 MoMA PS1 的展览是关于另一种地理概念，虚拟的

地理概念。当时我参加展览的时候想过为什么策展人挑选我的作品参加一

个后网络展览，可是通过想这个问题，我发现自己的作品其实跟网络的虚

拟地理很有关系。我作品的画面感可以说是一种抽象地理，而这个地理概

念通过体验网络才能够理解。

BT：有趣的是你糅合不同的构图方法来打破作品的画面：从不同的角度，



从特写镜头到广角镜头。这些不同因素的并置改变了观看作品画面的形式

与节奏。你的不同作品之间有何联系？ 

梁：我的绘画技巧跟我的构图理念是一致的，也是似是而非。我企图离开

传统绘画范围，比如油画、丙烯画、水彩画、水墨画等等。可是我又不可

能真正脱离这样的领域。可是技巧和构图理念应该是一致的。我没有追求

山水或者风景的构图，只是我有一些作品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这样的大感觉。

但不是每一件作品是这样的。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构图往这个方向发展

了，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有可能过一段时间我的构图的方向会发生变化。

可是我的作品之间没有题材上的对话，只有技巧和感觉上的对话。如果我

用一种方法来画一张画，如果这个实验比较成功，我会延续这个技巧上的

实验。因此，我有一些作品有方法上的联系。

BT：关于展览标题“临其境”，它是否与一种你希望的观看方式相关？你

决定以何种方式来引导人们在展览中观看你的作品？

梁：我觉得这个标题能够表达出我作品目前的状态。我没有想对观众表达

什么或者引导他们怎么想、怎么看。标题代表的就是作品本身的状态。

BT：可以谈谈你的作品与色彩的关系吗？我发现你的近作的色彩运用和以

往有些不同。某些色调呈现出更强烈的对比，在画面上分散了各个聚焦区域。

一些颜色则很淡，几乎难以分辨。而你的早期作品相较之下显得更平面化，

颜色之间更加相近。

梁：色彩在我的作品中很重要。我把色彩几乎控制在中间色调，在这个基

础上有一定的对比，我从来不用色块来形成一个构图。似油画而非油画，

似丙烯而非丙烯，似水彩而非水彩，似水墨而非水墨，这跟我绘画的整体

概念相一致。

BT：那么时间的延续性在你的构图中又起着怎样的作用？因为你不太关注

叙事性的描绘，而是将重点放在绘画的行为上，以及行为如何引你远离既

定的计划，获得全新的体验。你有没有通过对时间长段的把控来获取不同

的创作结果？例如我发现在构图的强度上，你的小幅作品和大尺幅作品有

很明显的差异。你的作品在视觉上很少是静态的，而是依据你为自己设定

的创作前提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貌。

梁：我的作品是需要时间的。这是因为我所有的作品是无数小线条组合而

成的。这样的组合需要时间。因此我的作品的实践性很重要，可以说是核

心元素之一。不过，我没有企图控制这个元素来达到作品的某种效果。我

只是需要时间让作品慢慢呈现。构图的感觉是需要时间呈现的。我绘画另

外一个重要成分是我用的材料和色彩。虽然我用线条来构成一个画面，可

是用什么材料来画出这些线条也很重要。为了达到我要的画面感，我需要

用集中不同的材料。丙烯、水墨、水彩笔。我不想用任何传统的绘画方法

来形成我的作品。只能通过这样不同的媒介才能够形成我要的若隐若现的

效果。







梁伟：失控的边缘

作者：晓睿 
来源：艺术汇 ART FRONTIER 展评 
日期：2018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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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当代绘画的闪亮新声，梁伟一直在探索一种独一无二的抽象艺术形

式。这一形式现代与古典绘画传统中汲取养分。艺术家有意绕开以观念或主

题为主导的构图，而是从大量物质对象中撷取出图像，将其拆解为碎片，再

从想象出发重组为崭新的形态。由此，梁伟使用丙烯颜料、水墨与水溶笔等

材料展开了严谨细腻的绘画过程，而其结果宛如一幅幅诡秘的地貌景象，并

带有古典山水的幢幢影子。原图被摧毁的过程赋予了这些抽象地形无穷的吸

引力。当我们的视线试图在画布上辨别抽象中的内容时，一些尚可识别的形

状线索开始在眼前浮现，越来越多……最终，出乎意料的新形态似乎渐渐显

现，又消失于混乱中。

艺术汇：据了解，你早期的创作有录像作品等，这和当前的绘画呈现出截然

不同的状态和样貌，请问是什么时候开始以架上绘画为主的，又是什么促成

了这样的转变？它们之间是否有潜藏的一以贯之的脉络？

 

梁伟：我是 2005 年开始架上绘画，同时也在做影像作品，后来为了专注做

影像停了两年绘画，并在 2010 年做了我的第一个录像作品个展。专注影像

作品这段时间，我对绘画语言的认识开始发生了变化，我需要重新建构自己

对绘画的创作要求，这样的转变需要很多尝试和实验，当时尝试过全面颠覆

以前的所有绘画经验，从另外一个出发点入手；也尝试了延续以前的绘画语

言而寻找新的突破口。五年内做了各种创作实验，寻找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

之后在 2016 年魔金石空间的个展中基本把我那段时间的实验成果展现出来

了。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A1MDQxMw==&mid=2652249193&idx=1&sn=6827234039bb6046896b3c19f205e264&chksm=84c68febb3b106fd691825e8b1385c0ceecf28e1b74955283efdeab0f607379c35d59898ca73&mpshare=1&scene=1&srcid=0329EAVqcS2ureibDg6z7SLH#rd


做影像作品时想的只是作品的内容形式和结构，没有刻意结合我的绘画语

言。我对绘画的态度也是一样的，没有寻找一个统一的主体或观念来贯穿

这两个媒介。不过，我的某些影像作品跟我绘画的内容有相似的感觉，但

这不是我有意为之。

艺术汇：创作的时候，你是会选取一些图式或者不同的元素作为蓝本，还

是画面本身随着思想和意识自然流动，如果是后者，那么通常以什么作为

开始，又是如何决定画面的结束？

梁伟：我的作品有蓝本的同时兼具了很大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比如我放弃

了主题性，选用的图片来源很广，凡是觉得有意思的图片都可以作为一张

画儿的开始，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或是古代建筑，也可以是电

影图片、机械，或者是城市垃圾的照片、人群以及动物的图片等等；把这

些内容上没有任何限制的图片拆解成碎片，然后再将这些碎片重新组合。

这个过程比较神秘，重新组合的结果跟原图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完全看

不出来原图内容，在画的过程中作品会慢慢脱离蓝本发展出自己的生命力，

我的笔触和方法需要应对构图指示的方向，直到我觉得作品生成出自己的

生命感。

艺术汇：在不同的时期，您的作品显现出不同的样貌，2015 年的部分作品中，

画面由几何图形或者线条构成，他们之间随机的排列在二维世界扩展出不

同的空间，而近期的作品则以更为随性流动的线条构成，整体上更具有东

方意境和气象，这是否是您对于不同材质或者不同阶段的尝试？目前的创

作会向哪个方向延续和发展呢？

梁伟：我在 2015 年的尝试很多样，包括现在正在延续研究的“意境”式感

觉。当我找到那种感觉时我的作品就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这个空间很大，

可探索性很强。我从来没有故意寻找过什么东方意境，可是我得承认有一

些作品的确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很有意思，因为我不知道是

从哪里来的，我觉得是可以探索的。今年在魔金石空间的个展会把这个探

索展开。不过所谓“意境”是无法定位的，每个作品的感觉对我来说都有

所不同，仿佛是在创造不同的小世界，每个世界都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

有些是东方的感觉，有些一点也没有，可是都属于同一个宇宙。

 

艺术汇：你常常以人们熟悉的但并没有具体形态的词语为作品命名，如《发

生后某一天》，《临其境》等，名字和画面之间以怎样的方式联结？

 

梁伟：起标题的方法有一点像构图的过程，会从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书籍

或者文章中截取不同的词汇任意拼贴，直到标题的感觉和作品的气质契合。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避免任何具体意义，我的作品只能指向某种感觉，不能

表达什么具体的意思。所以标题是作品生长出来的文字，而不是给作品定

性的某种东西。

 

艺术汇：画面的主体以不同形式的线条构成，与此同时，原本应该在线条

之间停留的颜料溢出并留下了自然流淌的痕迹，引申出对于有序和无序，

控制和失控的思考，可否谈谈关于创作者对于画面的掌控以及画面自然生

成之间关系的思考？



梁伟：我的作品一直跟构图的控制力密切相关。早期有关都市碎片的作品

好像是在失控的边缘，可是又不会真的失控。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就有

那种感觉，都市迅速的发展会让人觉得特别无序，特别混乱，可是又一直

没有失控，一直处在失控的边缘。我最近的作品对控制有另一种感觉，不

是题材上的而是画面和绘画语言的感觉。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在画具体的物

件，而是在画某种能量。画面感好像跟能量有关系，这种能量需要被控制，

但是如果真的控制住了就失去了力量感，因此我的画面处在介于控制和失

控之间的状态，这可能是我现在的作品跟以前作品最大的连接点。

艺术汇：相对于具象作品来说，抽象跟人的心理体验和意识流动更为契合，

你的作品则似乎试图从无序反复的世界中理出可循之迹，可否谈谈创作和

个人思考之间的关系？

梁伟：我想避免具体的主体或观念，所以比较适合抽象的表现方式。我重

视感性，所以寻找了一个以感性为出发点的探索方式。早期作品的具体物

件可能限制了我的很多感觉，所以当继续寻找个人的绘画语言时，就陡然

打开了很多感性的渠道，创作状态也更加愉悦。我对题材的认识都藏在图

像里，在挑选图片资料时，我不见得知道为什么某个图像会吸引我，可是

这样的吸引没有错，是有原因的。虽然我将图片分成碎片，可是原图的某

种东西一直隐在其中，在构图的背后，像灵魂。我需要跟随图像背后的精神，

跟随自己的感觉，看它能把我领到哪里去。



梁伟

 

1999 毕业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造型艺术学院

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个展 

2019 寂静的重叠，Bernier / Eliades 画廊，布鲁塞尔，比利时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香港，中国

2018 临其境，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

2016 然前然后，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

2010 之间——梁伟个展，空间站，北京，中国

 

群展 

2019 艺术成都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成都，中国

 Out of Ink，佩拉美术馆，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此地有狮，画廊周北京 2019 新势力单元，北京 798 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咄咄逼人的美人儿，墨方空间，北京，中国

2018 与我们所知的世界有关，OCAT 西安馆，西安，中国

 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上海，中国

 北京当代·艺术展，北京，中国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香港，中国

2017 .com/.cn，K11 艺术基金会、MoMA PS1，上海，中国

 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上海，中国

 .com/.cn，K11 艺术基金会、MoMA PS1，香港，中国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香港，中国

2014 Other Flows，Bernier/Eliades 画廊，雅典，希腊

 上交会，激烈空间，上海，中国

2013 歧义花园，四方美术馆，南京，中国

 画室，M50 艺术空间，上海，中国

 为什么绘画，北京艺门画廊，北京，中国

2012 居住地—来自中国和巴西的艺术家，香格纳画廊，上海，中国

 时差—中德当代多媒体艺术展，汉诺威，德国

 影院走廊 2012 – 复视，4A 亚洲当代艺术中心，悉尼，澳大利亚

2011 The Couple Show，上海沪申画廊，上海，中国

 海报展，上海桃浦大楼，上海，中国

 中国影像艺术 1988-2011，上海民生美术馆，上海，中国

2010 丛林，站台中国艺术机构，北京，中国

 平行线，北京艺门画廊，北京，中国

 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上海，中国

2009 当代艺术在松江：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上海，中国

 日常规则，上海沪申画廊，上海，中国

 迷宫Ⅲ：危险关系，Li Gallery，北京，中国

 台北摄影与数位影像艺术博览会，台北

2008 中国发电站：三， Mudam 美术馆，卢森堡

 Lionel Esteve, Moshekwa Langa, Liang Wei，Bernier/Eliades 画廊，雅典，

 希腊

 神化之界，上海沪申画廊，上海，中国

 混生 II，方音画廊，北京，中国

2007 巴塞尔迈阿密艺术博览会，迈阿密，美国

 上海艺术博览会，上海，中国

 第四届独立影像节，南京，中国

 亚洲城市网络 2007，首尔美术馆，韩国

2006 立体视镜—国际影像艺术展，北京，中国

 第 12 届加尔各达电影节，印度

 边界线影像艺术节，北京，中国

 迷乱之城，U 空间，北京，中国

2005 中国发电站，伦敦，英国

 七色，实验短片展播，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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