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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德 

 

出⽣生于 1971 年年，拉萨，⻄西藏，中国 

⽬目前⼯工作居住于拉萨，⻄西藏，中国 

 

教育 

 

2012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理系硕⼠士，北北京，中国 

1993 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本科，北北京，中国 

1991 ⻄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拉萨，⻄西藏，中国 

 

个⼈人展览 

 

2016 《红宝书和菩萨叶》，Rossi&Rossi 画廊，伦敦，英国 

2012 《⼭山⽔水》，⾸首届巴塞尔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香港，中国 

2012 《⿊黑经书》，博尔励画廊，北北京，中国 

2010 《半藏半汉 · 嘎德个⼈人画展》，PW Contemporary, 圣达菲，新墨墨⻄西哥， 

美国 

2008 《蘑菇云》，万⽟玉堂画廊，⾹香港，中国 

2008 《造神》，Rossi & Rossi 画廊，伦敦，英国 

2004 《消失的地平线 – 嘎德画展》，The Sweet Tea House 画廊，伦敦，英   

国 

2003 《噶德⻄西藏当代艺术展》，Sweet Tea House 画廊，伦敦，英国 

 

联合群展 

 

2018 《跨越的疆图 · 蒙古⻄西藏当代艺术展》，世界少数⺠民族驻地联盟与念者实

验艺术空间，拉萨，⻄西藏，中国  



	

	

2	

2018 《众妙之⻔门》，上海海当代艺术馆，上海海，中国 

2018 《⽆无界 - 当代藏族艺术展》，伯克利利艺术博物，加利利福尼亚馆，美国 

2018 《⻄西藏 · 此时》，红⻔门画廊，北北京，中国 

2018 

2018 

《圆融 - 佛法与艺术展》，世界佛教论坛，中国 

《⼆二维较量量三维》，红⻔门画廊，北北京，中国 

2017 《慈悲与智慧》，沪申画廊，上海海，中国 

2016 《第三届中央美术学院双年年展 - 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中央美

术学院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2015 

 

2015 

2015 

《威尼斯双年年展外围展－来⾃自⻄西藏的微画》（⻉贝纳通国际微画项⽬目 - ⻄西  

藏站），威尼斯，意⼤大利利 

《⻄西藏⽂文化薰礼 - 佛化万相美术⼤大展》，⻓长流美术馆，台湾，中国 

《哞 – 牦⽜牛秘语现当代艺术⼤大展》, ⻄西藏牦⽜牛博物馆，拉萨，⻄西藏，中国 

2014 

2014 

 

2014 

2014 

 

2014 

《佛化万像 – ⻄西藏佛像美术展》，⾚赤与墨墨美术馆， 拉萨，⻄西藏，中国 

《平⾏行行现实》，ARNDT，柏林林，德国（与 Rossi & Rossi 画廊合作，伦   

敦，英国） 

《⽆无常》，Rossi & Rossi 画廊，⾹香港，中国 

《匿匿名 – 当代藏族艺术》，弗莱明艺术博物馆，伯灵顿，佛蒙特州，美

国，以及皇后区艺术博物馆，纽约，美国 

《我们的云⼭山》，Art 14, 伦敦，英国 

2013 

2013 

《相同：差异》，Rossi & Rossi 画廊，伦敦， 英国 

《介于两者之间：21 世纪⻄西族艺术家对 12 - 15 世纪⻄西藏⼿手稿的回应》，

Rossi & Rossi 画廊，伦敦，英国 

2013 《堂岛川双年年展》，⼤大阪，⽇日本 

2013 《匿匿名 – 当代藏族艺术》，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的美术馆，纽约，美

国 

2012 《我们所有的关系 - 18 届悉尼双年年展》，悉尼，澳⼤大利利亚 

2011 

 

《⻄西藏现代艺术家展览》，Temnikova and Kasela 画廊，塔林林，爱沙尼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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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11 

2011 

2011 

 

2011 

《2011 艺术⾹香港 - ⾹香港艺博会》，⾹香港，中国 

《Roundabout》，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特拉维夫 – 雅法，以⾊色列列 

《和平、爱和理理解有什什么好笑的?》，Rossi & Rossi 画廊，伦敦，英国 

《超越曼荼罗 – 来⾃自⻄西藏的当代艺术》，Vole 画廊，孟买，印度，与   

Rossi & Rossi 画廊，伦敦，英国 

《⻄西藏·艺术·现在 –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西藏艺术》，ASIA Onlus，格

罗，意⼤大利利 

2010 

2010 

2010 

《烈烈⽇日⻄西藏 － ⻄西藏当代艺术⼤大展》，宋庄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男孩⼥女女孩出来玩，夏⽇日展览》，Rossi & Rossi 画廊，伦敦，英国 

《Roundabout》，惠灵顿城市画廊，惠灵顿，新⻄西兰 

2009 《⻄西藏当代四⼤大名家》，PW Contemporary, 圣达菲，新墨墨⻄西哥，美国 

2008 《在瓦伦⻄西亚 55 天 - 中国当代艺术展》，瓦伦⻄西亚现代艺术博物馆，瓦

伦⻄西亚，⻄西班⽛牙 

2008 《再回拉萨 · ⻄西藏当代艺术展》，红⻔门画廊，北北京，中国 

2008  上海海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上海海，中国 

2007 《转世》，Doris Mccarthy 美术馆，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加拿⼤大 

2007 《意识与形式：⻄西藏当代艺术》，Rossi & Rossi 画廊, 伦敦，英国 

2007 

2007 

《拉萨：来⾃自⻄西藏的新艺术》，红⻔门画廊，北北京，中国 

《发⽣生、发声 – ⻄西藏当代艺术展》，红⻔门画廊，北北京，中国 

2007 

 

《发⽣生、发声 – ⻄西藏当代艺术展》，根敦群佩当代艺术画廊，⻄西藏，中

国 

2007 《遭遇⻄西藏：当代与传统》，诺伊霍夫画廊，纽约，美国 

2006 《来⾃自世界之脊的艺术 - ⻄西藏当代艺术》， Siebengebirgs Museum,  

柯尼希斯温特, 德国  

2006 《拉萨⽕火⻋车就要开 · ⻄西藏当代艺术展》，Peaceful Wind 画廊，圣达菲， 

新墨墨⻄西哥，美国 

2006 《绿松⽯石湖上的波涛 - ⻄西藏当代艺术展》，科罗拉多⼤大学博物馆，博尔 

德，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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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当传统遭遇现代 · ⻄西藏当代艺术展》，Rossi & Rossi 画廊，伦敦，英 

国 

2002 

2002 

《⽂文化横：时空之旅》，显利利街艺术中⼼心，纽约，美国 

《⻄西藏的愿景》，斯纳格港⽂文化中⼼心，纽约，美国 

2002 《现代神话》， Elsa Mott Ives 画廊，纽约，美国 

2001 《⻄西藏绘画展》，北北京画廊，北北京，中国 

2000 《珠峰连镜海海 – ⻄西藏当代画家彩墨墨画展》, 澳⻔门，中国 

1999 《雪域明珠 · ⻄西藏当代绘画展》，北北京国际艺苑画廊，北北京，中国 

1998 《韩书⼒力力 · 噶德画展》, 吉隆隆坡，新加坡 

1995 《死者书的世界 - ⻄西藏当代艺术展》，东京，⽇日本 

 

公共收藏 

 

中国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鲁宾博物馆，纽约，美国 

瓦伦⻄西亚美术馆，瓦伦⻄西，⻄西班⽛牙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贝纳通公司，意⼤大利利 

⽩白兔美术馆，新南威尔⼠士州，澳⼤大利利亚 

科罗拉多⼤大学美术馆，科罗拉多，美国 

 

⼯工作经历 

 

2019 ⻄西藏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拉萨，中国 

2016  ⻄西藏念者实验艺术空间创建⼈人之⼀一，拉萨，中国 

2003 根敦群佩⻄西藏当代艺术群体创建⼈人之⼀一，拉萨，⻄西藏，中国 

1991-2018 ⻄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拉萨，⻄西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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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经历 

 

2020 《梦幻与泡影 – ⻄西藏当代艺术联展》，莲艺艺术，纽约，美国 

2019 《跨越疆图 – ⻄西藏·蒙古当代艺术展》，念者实验艺术空间，拉萨，⻄西

藏，中国 

2018 《她 － ⻄西藏⼥女女性艺术展》，乔穆朗宗艺术空间，拉萨，⻄西藏，中国 

2016 《从⼼心出发 - 根敦群佩⻄西藏当代艺术群体成⽴立 13 周年年纪念展暨念者实验

艺术空间成⽴立⾸首展》，念者实验艺术空间，拉萨，⻄西藏，中国 

2010 《烈烈⽇日⻄西藏 － ⻄西藏当代艺术展》，与栗栗宪庭联合策展，宋庄美术馆，北北

京，中国 

2006 《发⽣生、发声 － ⻄西藏当代艺术展》，根敦群佩当代艺术画廊，拉萨，⻄西

藏，中国 

 

获奖和驻留留 

 

2003 苏格兰洛洛赫⻢马迪的艺术中⼼心驻留留艺术家，北北尤伊斯特岛，苏格兰 

2001-2002 纽约史坦顿岛艺术驻留留基地，纽约，美国 

1994   《藏历年年》，《放⻛风筝的季节》获第⼋八届全国美术联展优秀奖，作品被中

国美术馆收藏以及⼊入编《现代美术全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 

1991 银奖，TAR 艺术展 

1990 《沐浴节》获第⼀一届⼯工笔画⼤大展优秀奖， 中国美术馆，北北京，中国 

1990 ⼀一等奖，中国传统国画展，北北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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