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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立即发布 

 
怀念好老婆 
 
扎娜私人作品展 
 
2011 年 7 月 9 日 至 2011 年 8 月 29 日 
开幕酒会：7 月 9 日（星期六）下午 5 - 9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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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法画廊自豪的推出扎娜(Zane Mellupe)在中国的第一个私人作品展－“怀念好老婆”。 
 
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性、概念性和非常私人的新展览, 展出的作品会是以综合材料制作的照
片和装置组成。 
 
扎娜主要集中在对视觉思维的观察研究, 对记忆的扭曲变形, 意识层次和相像之处,这四个
部分会以一个重新创作的家的状态来展示: 客厅, 厨房, 卧室和衣橱(分别在画廊的四个房间
内)。 
 
扎娜, 在上海生活和工作, 有着广泛的摄影背景。她的作品经历了纪实摄影, 发现图像, 自我
观察, 照片和视频集成到装置的不同发展。 
 
 
更多展览和艺术家信息请点击: 
 
 ifa-gallery.com/cn/exhibitions/inmemoryoftheperfectwife 
 ifa-gallery.com/cn/artists/zanemellupe 

  
如果需要大尺寸的作品图片或是约见采访艺术家，请联系我们: 

 
exhibitions@ifa-gallery.com 
+86-21 6256 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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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娜 ｜ Zane Mellupe 

 
1981 出生于里加，拉脱维亚 
目前工作生活于上海 

 
教育 
 
2007 伦敦艺术大学，艺术硕士，摄影与记事摄影 

2004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学学位 

2002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类 

2000 里加大学，汉学 

2000 里加34号学院－摄影和版画专业 

 
展览 
 
2010《警察和她》，艺法画廊，上海 
2010《绝对 0:00》，六岛艺术中心，上海 
2010《苦行僧》， 六岛艺术中心，上海 
2009《安慰剂》，六岛艺术中心，上海 
2009《30 度》，六岛艺术中心和红寨画廊，上海 
2009《通感》，六岛艺术中心，上海 
2009《北京之外的新艺术》，红门画廊，北京 
2009《活跃的 LED》，21 画廊，巴黎，法国 
2009《09 艺术巴黎》，Loft 画廊和 21 画廊，巴黎，法国 
2009《艺术家昨日已死》，六岛艺术中心，上海 
2008 共同创建 “Liu Dao” 
2008《上海灯光个展》，里加摄影博物馆，里加，拉托维亚 
2008《自动马达》，六岛和艺法画廊，上海 
2008《都市欲望》，六岛和艺法画廊，上海 
2008《芬当当代艺术，第二版》，芬当艺术节，芬当城堡，比利时 
2008《Quadrare il Cerchio》(水中捞月)，阿莱格拉 Ravizza 艺术项目，米兰，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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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云的人群》，六岛艺术中心，上海 
2008《罗马当代艺术博览会》，Manaart 罗马，意大利 
2008《零重力》，孙画廊，上海，中国 
2007《即插即用》，蓝莲花画廊，香港 
2007《上海制造》，六岛艺术中心，上海 
2007《艺术节后续》，摩洛哥 
2007《中国制造》，六岛艺术中心，上海 
2007《即插即用》，六岛艺术中心，上海 
2006《生活圈》，行政管理委员会，伦敦，英国 
2006《有线街及艺术展馆（第 70 届周年之战电缆街）》，伦敦，英国 
2005《也在中国》，个展，联合国大厦，里加，拉脱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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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展览作品图片:  

  

 

 

 
 

静物 (2011) 

丝绸表面艺术微喷 
由艺法画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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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logne 和 Morale 夫人之间的对话 (2011) 

 装置: 不锈钢表面艺术微喷 

由艺法画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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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 No.1 (2011) 

 艺术微喷 

由艺法画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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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顶峰的山. 另一首叙事诗. (2011) 

 装置: 不锈钢表面艺术微喷 

由艺法画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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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 物品 No.2, 纽芬兰犬的栓狗绳 (2011) 

 装置: 综合材料 

由艺法画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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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泪 (2011) 

 装置: 综合材料 

由艺法画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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