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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my Ville· 人物简介



Jeremy Ville

潮流艺术家设计师，

插画家，

Jeremyville工作室主理人

现居纽约

他的绘画风格简洁明快，形态奇异且极具辨识度

他从儿时起就认为，绘画不仅是绘画本身——

他与他的工作室正打造一个让我们的精神和想法与社会环境相融合的 “社区”。这个社区随着

每一次新的项目与对世界的探寻，而不断扩大...

在悉尼大学修读建筑时， Jeremy Ville 开始画一些卡通漫画，之后成为了澳洲先驱日报<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的固定画手，并创立了自己的艺术工作室。

其作品曾在匹兹堡安迪沃霍尔博物馆、马德里 La Casa Encendida博物馆、那不勒斯Madre 博

物馆等均有过展出。同时，他在巴黎柯莱特、纽约库珀 · 休伊特博物馆、卡佩里尼、北京 798 

艺术区举办过个人展，众多作品被全球私人收藏爱好者收藏。



Jeremy Ville · 作品集





Jeremy Ville · ICON&Characters













Jeremy Ville · Community Service Announcements















意大利、香港、纽约、巴黎及其他地区的中央美术学院公共艺术



Jeremy Ville · Sculpture & Public Art



杰洛“快乐散步”雕塑
Jethro是我们天生游戏意识的表现和横向思维。
这是一个超现实的现代图腾，代表了我们内心孩童般的想象力。
是开启并重新发现我们快乐、冒险和抽象意识的钥匙，
。杰瑞米维尔已经得到线索
从60年代的流行艺术，70年代的迷幻，动画片
&公共艺术，比喻膨胀了一个巨人，
来自我们集体童年的幻想玩具。



“再次感受自由”

这个角色，《再次感受自由》是基于Jeremy Ville CSA项目，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艺术社会和个人变革运动
迄今为止超过1200条信息。这些数字是一些信息的表现。
它的大形状和字符设计允许公共空间中有趣的互动。
这些数字可以缩放到任何大小。新雕塑定期开发。
材料:玻璃纤维，重防腐漆
(适合户外使用)。



迷你雕塑。超过15个来自加拿大艺术协会艺术系列的雕塑被开发出来在公共空间展出。
这个系列在亚洲的高端画廊和零售空间展出。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角色设计和开发，
以积极的内容鼓励所有年龄层的人。



“假日”雕塑
科颜氏授权Jeremy Ville工作室制作一个特别的2016年假日季的角色。
该字符代表的品牌价值“给予爱、和平与幸福”…

这座雕塑在巴黎科颜氏总部展出，然后运往纽约办事处，
通过梅西百货的特别活动和安装，进行假日展示



Jeremy Ville · B&W Artwork











Jeremy Ville · Color Landscapes









Jeremy Ville · Portrait Series



Jeremy Ville · Color Landscapes









Jeremy Ville· 以往商业案例



Be@RBRICK x Jeremy Ville



Jeremy Ville 为济南万象城打造高达 6 米
的大型户外雕塑及室内雕塑系列



2016 JeremyvilleX科颜氏，通过天马行空的构想，将纽约时尚地标带到蓉城成都



2010 水立方 X Jeremyville跨界艺术展



Jeremyville and Colette in Paris presented an exhibition and installation 

as part of an Art Collaboration featuring new screenprints, works on 

paper, sculptures, inflatables, exclusive brand collaborations, live art, 

interior design of the colette Water Bar, and a colette mural. 



Jeremyville and Colette in Paris presented an exhibition and installation 

as part of an Art Collaboration featuring new screenprints, works on 

paper, sculptures, inflatables, exclusive brand collaborations, live art, 

interior design of the colette Water Bar, and a colette mural. 







‘Get Free’ 

A limited edition series of sculptures inspired by the 

skate scene of NYC & California was created for art 

exhibit at Colette in Paris. 



ARTSEE艺些是一个集合全球艺术家IP的平台，也是一个艺术IP的孵化基地，集
艺术家经纪、艺术版权授权、艺术图库设计开发、艺术营销活动、相关衍生品
供应链服务于一体的艺术IP综合运营平台，独家代理近200位国内外知名艺术IP
。让艺术与商业强强联合，打造中国专业的艺术IP商业模式

ARTSEE is a platform for collecting global artists, and it is also an incubation base for
art IP. It integrates the services of artist brokerage, art copyright licensing,
development of art design, artistic marketing activities and related derivative supply
chain. ARTSEE has been working with more than 200 top artists from home and
abroad. ARTSEE is making a firm and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brands to
build a professional art IP commercial model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