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LNAZ FATHI
贡奈丝·法蒂
生于1972年
1972
1990
1995
1996
现今

出生于伊朗 德黑兰
中等学校毕业，伊朗 德黑兰
阿扎达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伊朗 德黑兰
伊朗书法学会书法文凭，伊朗 德黑兰
工作及生活于伊朗 德黑兰

主要个展
2019
2018
2016
2015
2014
2013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2
2000
1999
1998

《Let’s Pretend Everything Is All Right》，圣德拉姆泰戈尔画廊，美国 纽约
《字里行间》，藝術門，中国 上海
《沉思》，圣德拉姆泰戈尔画廊，吉门营房，新加坡
《Line|Khat》，The Third Line画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杜拜
《每道破浪》，圣德拉姆泰戈尔画廊，中国 香港
《午夜共舞》，十月画廊，英国 伦敦
《千里之行》，藝術門，中国 上海
《贡奈丝·法蒂》，圣德拉姆泰戈尔画廊，美国 纽约
《落叶归根》，The Third Line画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杜拜
《阎限一潜意识》，十月画廊，英国 伦敦
《控制下的混沌》，The Third Line画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杜拜
《像风一样骑行》，苏丹画廊，科威特
《多哈系列》，The Third Line画廊，卡塔尔 多哈
《我的自由》，Xerxes画廊，英国 伦敦
《不眠之夜》，The Third Line画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杜拜
《无以言表》，La Fontaine当代艺术中心，巴林岛
《贡奈丝·法蒂》，The Third Line画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杜拜
《贡奈丝·法蒂》，SD空间，黎巴嫩 贝鲁特
《非书写》，The Third Line画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杜拜
《视觉绘画展》，ArteEast
Espace SD，黎巴嫩 贝鲁特
Maison des Jeunes et de la Culture de Neuilly，法国 塞纳-马恩省河畔讷伊
Agence Le Carré Bleu，法国 巴黎
L’œil du Huit画廊，法国 巴黎
Golestan画廊，伊朗 德黑兰
Golestan画廊，伊朗 德黑兰
Golestan 画廊，伊朗 德黑兰
Shahr-e-Ketab Bookstore of Niavaran，伊朗 德黑兰
Seyhoon画廊，伊朗 德黑兰
Seyhoon画廊，伊朗 德黑兰

主要群展
2020
2019
2018

《氛围》， 十月画廊，英国 伦敦
《言语装饰：伊斯兰书法中的文字与绘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 美国
《女性之作》，圣德拉姆泰戈尔画廊，新加坡
《淡入浅出》，藝術門，新加坡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Transvangarde》， 十月画廊，英国 伦敦
群展，圣德拉姆泰戈尔画廊，吉门营房，新加坡
《在日落后发生···》，MoCA亭台，中国 上海
《凡冗几》，藝術門，中国 上海
《迷宫》， 藝術門，中国 香港
《谧》，藝術門，新加玻
《边界再造：艺术联系彼此》， 威尼斯格里马尼宫，意大利 威尼斯
《书非书》，策展人王冬龄，中国美术学院，中国 杭州
国际书法展，瓦菲购物中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杜拜
《接近传统： 当代伊朗艺术之新传统主义》， 德黑兰MOCA，伊朗
《Marked：当代笔触艺术》，圣德拉姆泰戈尔画廊，美国 纽约
《Transvangarde：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35周年》，十月画廊，英国 伦敦
《Nun Va Al Qalam：当代伊斯兰书法》，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马来西亚 吉隆坡
《Qalam：书法之道》，伯明翰博物馆，英国 伯明翰
《窈窕淑女：一场国际艺术女性盛会》，圣德拉姆泰戈尔画廊，新加坡
《交替的风景：跨越三代的伊朗女人》，Mellat画廊，伊朗 德黑兰
《书写绘画：中东当代书法》，圣德拉姆泰戈尔画廊，中国 香港
《另一半伊朗》，Sem-Art画廊，摩纳哥
《世界的故事：青年之声》，布莱顿博物馆，英国 布莱顿
《跨文化前卫艺术家》，十月画廊，英国 伦敦
《黑暗中的大象》，Devi艺术基金会，印度 新德里
《书写图像：中东当代书法》，圣德拉姆泰戈尔画廊，美国 纽约
《书写之道》，威斯巴登艺术论坛，德国 威斯巴登
《Transvangarde：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十月画廊，英国 伦敦
《伊朗内外》，Farjam收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杜拜
仁川国际女性艺术家双年展，韩国 仁川
《伊朗内外》，切尔西艺术博物馆，美国 纽约
《Selseleh/Zelseleh：伊朗当代艺术中的超人气》，策展人Dr. Layla Diba，莱拉海勒画廊，美国 纽约
《爱对我们做了什麽》，Cramer画廊，瑞士 日内瓦
《从文字到艺术：现代中东艺术家》，策展人Venetia Porter，杜拜国际金融中心大英博物馆，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杜拜
《前沿：聚焦新兴国家的前卫艺术》，艾德拍卖行，法国 巴黎
《集体记忆》，艺术空间画廊，英国 伦敦
《内和外》，No More Grey画廊，英国 伦敦
Mah画廊，伊朗 德黑兰
Unnamed画廊，约旦 安曼
《希望和梦想》，子午线国际中心，美国 华盛顿特区
Niavaran艺术创作基金会，伊朗 德黑兰
《过境》，Istanbul Improvisation Days，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Don O’Melveny画廊，美国 洛杉矶
《从文字到艺术：现代中东艺术家》，大英博物馆，英国 伦敦
第九届国际公开联展，女子画廊，美国 芝加哥
Espace SD，黎巴嫩 贝鲁特
Mah画廊，伊朗 德黑兰
德黑兰意大利学校，伊朗 德黑兰
Depot Square画廊，美国 波士顿
Elga Wimmer画廊，美国 纽约
Fatima画廊，伊朗 德黑兰
德黑兰意大利学校，伊朗 德黑兰
皇家海市蜃楼酒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杜拜
威廉斯大厦画廊，美国 休斯顿
第六届德黑兰当代绘画双年展，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伊朗 德黑兰
德黑兰意大利学校，伊朗 德黑兰
国家艺术俱乐部，美国 纽约
视线，意大利 帕多瓦
《来自伊朗的新艺术》，普莱诺艺术中心，美国 普莱诺；艺术与科学博物馆，美国 代托纳比奇
Golestan画廊，伊朗 德黑兰
Don O’Melveny 画廊，美国 洛杉矶
《来自伊朗的新艺术》，得克萨斯州东南艺术馆，美国 博蒙特；皇后图书馆画廊，牙买加，美国 纽约

2001

2000
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1993

La Maison du Livre，比利时 布鲁塞尔
Hôtel de Ville de Saint-Gilles，比利时 圣吉尔
Golestan画廊，伊朗 德黑兰
四合苑画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杜拜
子午线国际中心，美国 华盛顿特区
Azteca画廊，西班牙 马德里
Seyhoon画廊，伊朗 德黑兰
Seyhoon画廊，伊朗 德黑兰
第一届伊斯兰世界书法节，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伊朗 德黑兰
Seyhoon画廊，伊朗 德黑兰
礼萨·阿巴西博物馆，伊朗 德黑兰
Seyhoon画廊，伊朗 德黑兰
《大学生艺术展》，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伊朗 德黑兰
《伊朗女画家》，土耳其
《第二届绘画和小型展览》，德黑兰展览中心，伊朗 德黑兰
《第二届德黑兰当代绘画双年展》，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伊朗 德黑兰

主要获奖
2012
2011
2010
2007
2004
2003
1995
1993

德国迈森瓷器厂的访问艺术家，德国 迈森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瑞士 日内瓦
入选沙迦书法双年展评选委员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意大利特雷维索奖学金 ，Fabrica传播研究中心，意大利 特雷维索
国际艺术之都奖学金，法国 巴黎
国际艺术之都奖学金，法国 巴黎
Ketabat 风格最佳女书法家奖，伊朗书法协会，伊朗 德黑兰
图像与绘画荣誉文凭，当代艺术博物馆，伊朗 德黑兰

主要收藏
亚洲文明博物馆，新加坡
布莱顿&霍夫博物馆，英国 布莱顿
大英博物馆，英国 伦敦
卡耐基·梅隆大学，卡塔尔 多哈
Devi艺术基金会，印度 新德里
Farjam收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杜拜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马来西亚 吉隆坡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 纽约
Salsali基金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