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记：我的风景
艺术家自选集

武 俊



1959 年   生于云南省马关县。
1976 年   中学毕业下乡务农。
1982 年   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
1994 年   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七届研修班。
                  现为云南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油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个展

2012 年  “随记——武俊风景绘画展”，源生画廊，创库，昆明
2008 年 “武俊个展”，奕源庄画廊，台北 
2007 年 “游离与失重——武俊绘画展”，798 艺术区奕源庄艺术空间，北京

群展：

2015 年  “ 艺术的两种状态——中德艺术交流展”，爱尔兰根艺术博物馆，拜罗伊特爱理米忒直新宫，德国
2014 年  “偏绿：一种以自然的态度”，云南省博物馆，昆明
                 “ 七彩云南——中国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北京
                 “履痕——历史进程中的云南艺术学院美术 1977 级”，昆明市博物馆，昆明
2013 年   “丰域西南——吾土吾民油画邀请展”，广西美术馆，南宁
2012 年   “现代之路——云南现当代油画艺术”，中国美术馆，北京
                 “和而不同——14+14 当代艺术展”，宋庄当代艺术馆，北京
2011 年  “云南种子：云南艺术家群展”，索卡当代艺术中心，台北，台南
                 “云南当代艺术展”，国立国父纪念馆，台北
                 “90 年代云南当代艺术”，杜菲雪茄画廊，昆明
                 “西南绘画艺术呈现”，798 艺术区 99 起艺画廊，北京
                 “圭山看台——云南当代艺术特别展”，2011 成都双年展特别邀请展，成都 
                 “人 • 境”，798 艺术区 99 起艺画廊，北京
2010 年  “第 32 届纽约国际艺术博览会”，纽约 ，美国 
                 “出云南记——90 年代中国当代艺术之一脉”，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北京
                 “2010 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特别展——我的风景，我的乌托邦”，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北京 
                 “衔接 : 当代艺术展”，卢塞恩州立展览中心， 瑞士                      
2009 年  “第一接触：台北、昆明、香港当代艺术展”，99 艺术空间，昆明                 
                 “荼靡花开”，菲籽画廊 ，上海                                      
                 “跨界－图像新视点”，国家文化总会 ，台北                              
2008 年  “再度圭山——联合国成立 63 周年邀请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    
                 “Art Singapore 亚洲当代艺术博览会” ，新加坡
                 “中国当代艺术家联展”，雅逸艺术中心，台北
2007 年  “韩国国际艺术博览会”，首尔 ，韩国 
                 “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台北 
                 “八五思潮﹠后八九艺术”，798 艺术区奕源庄艺术空间，北京
2006 年  “创库记忆” ，创库 Loft 艺术空间，昆明   
2005 年  “昆明——台北当代艺术家邀请展”，昆明市博物馆，昆明
2004 年  “大阅兵，云南当代艺术展”， 598 艺术空间，昆明
2003 年  “第三届中国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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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首届中国油画展”， 上海美术馆 ，上海  
1986 年 “南蛮子画展”，云南艺术学院 ， 昆明  
1985 年 “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展览”， 中国美术馆 ，北京  

出版著作

《人体 • 肖像油画技法简论》，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 年。
《美术问题》，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01 年。
《当代油画论集》，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 年。
《民间天空——云南当代美术档案》，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云南高等美术教育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
《武俊：游离与失重》，香港，奕源庄出版， 2007 年。
《现代之路——云南现当代油画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年。
《流光物语——武俊的人体风景》，台湾，夏河文创出版，2014 年。

刊载

中国：《美术》《美术研究》《世界美术》《中国油画》《中国美术报》《江苏画刊》《美术界》《艺术界》
            《艺术家》《艺术教育》《文艺报》《当代学院艺术》《当代美术家》《画廊》 《今日美术》《艺术财经》
            《世界艺术》
韩国：《美术史论坛》
中国台湾：《今艺术》《当代艺术新闻》《艺术家》《典藏投资》
新加坡：《亚洲艺术家》
中国香港：《文汇报》

《中国中青年画家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9 年。
《都市人格与当代艺术》，王林著 ，香港艺术潮流出版社，1997 年。
《世界美术工作室——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修工作室》，河北美术出版社，1998 年。
《穿越世纪一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修班作品集 1982 － 1999》，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 年。
《中国当代油画精神境观 -- 身体的智慧》，杭间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 年。
《当代中国美术 1979 － 1999》，浙江美术出版社，2000 年。
《偏锋——当代艺术家评论集》，易英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 年。
《90 年代云南当代艺术》，王杰夫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年。
《丰域西南——吾土吾民油画系列 5》，曹星原著，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 年。

                “第二届贵阳油画双年展”，贵州师范大学，贵阳  
2002 年 “现象之轻”，Loft 艺术空间 ，昆明  
2001 年 “艺术 2001- 云南当代艺术展”， 国家美术馆 ，河内，越南 
1999 年 “打开四面八方——中国当代艺术展”，上河会馆 ，昆明   
1998 年 “第五届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1997 年 “都市人格艺术展”，云南艺术学院，昆明  
1996 年 “生活类型”，云南大学 ，昆明  
1995 年 “现在状态”，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中心，美国  
1994 年 “第二届中国油画展”，中国美术馆，北京  
                “边缘工作组第一回展”，中央美术学院 ，北京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七届研究班作品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  
1992 年 “中国油画艺术展” ，劳动人民文化宫 ，北京  



2011年，在台北索卡画廊举办的“云南种子-云南艺术家群展”。

风景中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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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的牛车   68×120 cm  布面油画 



圭山羊—6  150×110 cm  布面油画  2010

圭山猪—2  150×110 cm  布面油画  2010



圭山猪—2  130x160cm 布面油画 2010



圭山-狗  160x150cm  布面油画 2010 



圭山羊-7  160x150cm 布面油画2010



圭山羊-2  160x150cm 布面油画2010



圭山羊-8  草图 2010

圭山羊-8  150x110cm 布面油画2010



圭山羊-5  160x150cm 布面油画2010 圭山羊-4   160x150cm 布面油画2010



圭山鸡   160x150cm  布面油画 2010

圭山猪—1  130x160cm 布面油画 2008



夕阳中的黑羊  68×120 cm  布面油画  2010



秋天的葵与狗  68×120 cm  布面油画  2010

秋天的葵与小白羊  80×125 cm  布面油画  2011



两只鸡  80×125 cm  布面油画  2011 山石与小牛  80×125 cm  布面油画  2011



山坡下的黑羊和两只鸡  110×180 cm  布面油画  2011



山道上的五只羊  110×180 cm  布面油画  2011



冬日的玉米地  96×155cm  布面油画  2011 那一片菜地的阳光  96×155cm  布面油画  2011



一块菜地   150×110cm  布面油画  2011

一颗小树与归家的鸡  96×155cm  布面油画  2011



逆光水潭边的石头  150×110cm  布面油画  2011



家园  80×125 cm  布面油画  2011

羊儿回家   18×35cm  纸本 墨  2013



冬天  125×80 cm  布面油画  2011



羊儿在山坡上吃草  80×100 cm  布面油画  2012



飞舞的草絮  96×155cm  布面油画  2011



圭山——两只狗  130x160cm 布面油画 2008



坡上的大青石  68×120 cm  布面丙烯  2012



小雨中的两只鸡  80×125 cm  布面丙烯  2012两只鸡  26×20 cm  纸本 墨  2012



四只鸡  60×100 cm  布面丙烯  2012



蕉叶  80×100 cm  布面丙烯  2012



正午  68×120 cm  布面丙烯  2012



圭山月色  60×100 cm  布面丙烯  2012 秋天的野菊  60×100 cm  布面丙烯  2012



写生与自然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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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蔓  50×100 cm  布面油画  2011 午间的土地  50×100 cm  布面油画  2011



牵牛花  50×100 cm  布面油画  2011



烟叶地  50×100 cm  布面油画  2011



水塘  80×100 cm  布面丙烯  2012 墙头的兰草  68×120 cm  布面丙烯  2012



秋天的山坡  120×90 cm  布面油画  2012 深秋-包谷  100×80cm  布面油画  2012



深秋-随风而逝  68×120 cm  布面油画  2012



向日葵与黑羊  100×80 cm  布面油画  2011 玉米地  100×80 cm  布面油画  2012



艳阳天   130×180 cm  布面油画  2012



丽日 100×80 cm  布面油画  2014



芋头地 68×120 cm  布面油画  2012



花叶间   80×60 cm  布面油画  2012



石间 80×60 cm  布面油画  2012 山石 100×80 cm  布面油画  2014



艳阳当空  160x150cm  布面油画  2014



艳阳当空系列  155x110x5cm  布面丙烯 2014



艳阳当空-2  155x110cm  布面丙烯 2014



艳阳当空-6  155x110cm  布面丙烯 2014



艳阳当空-3  155x110cm  布面丙烯  2014



艳阳当空-3  155x110cm  布面丙烯  2014



艳阳当空-4  155x110cm  布面油画  2014



山中的池塘  68×120 cm  布面丙烯  2014



马关的山丫口  68×120 cm  布面丙烯  2014



古林箐  80×100 cm  布面丙烯  2014



马关-薄雾中的树   80×100 x2cm  布面丙烯  2014



村口的树   68×136 cm  纸本 墨   2013



山坡上的一排树   68×136 cm  纸本 墨   2013



两棵树   68×136 cm  纸本 墨   2013



地址  昆明市二环西路322号云艺苑小区1幢1单元401室

邮箱  1471046547@qq.com

电话  13987686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