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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mgreen & Dragset and John Armleder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和约翰·阿姆莱德 
Room Service 
16.03.2023 
13.05.2023  

MASSIMODECARLO 荣幸呈现艺术家组合艾默
格林与德拉塞特 (ELMGREEN & DRAGSET) 和瑞
士艺术家约翰·阿姆莱德 (JOHN ARMLEDER) 
的合作展览《ROOM SERVICE》。艺术家们通
过重新设计米兰画廊的空间结构，打造了一个梦
幻般的宇宙，引发观者的全新想象。 
 
本次展览中，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和约翰·阿姆
莱德将历史悠久的画廊场地视为实验性画布。他
们的作品与现有的室内环境相互作用，营造出诡
异的家庭氛围，近乎迷幻。艺术家们使用的日常
元素、现成品、超现实主义和极简几何抽象，挑
战了宏大的资产阶级背景。他们通过手工艺品、
雕塑、绘画和设计，创造出多个沉浸式场景，每
个房间都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ROOM SERVICE》最初的灵感来源于艾默格林
与德拉塞特长期以来对约翰·阿姆莱德作品的欣
赏。三位艺术家于 2000 年代初首次见面，他们对
日常用品及其多功能性有着相同的热情。艾默格
林与德拉塞特和阿姆莱德的作品放在一起，既夺
目又迷人，同时颠覆了对艺术的传统期望。似乎
整个当代艺术领域及其众多分支都是他们的玩
具，并且他们始终致力于突破艺术的边界。 
 
几位艺术家同样也对家庭空间着迷。在 2009 年威
尼斯双年展上，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将丹麦和北
欧展馆改造成两位收藏家的家。2013 年，他们在
伦敦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的纺织品展厅打
造出一间公寓，近期，他们于 2022 年在普拉达基
金会的个展《USELESS BODIES?》展现了一个充
满后工业时代性质的、不宜居且充满未来感的家
庭场景。 
 
 约翰·阿姆莱德对家庭空间的迷恋更多与装饰本
身有关。他将艺术视为对生活的模仿，他从艺术
世界之外的一切中汲取灵感，比如高端或平常的
设计、流行文化，以及前卫音乐。在约翰·阿姆
莱德的一些家具雕塑作品中，他将家具作为主题
和材料，挑战了观者对功能性和纯粹美学的观
念。此类雕塑中，椅子、桌子、灯具和其他家居
用品都被转化为抽象形式，让人想起至上主义者
和构成主义者的作品。 
 
三位艺术家在微妙的艺术对话中展现出他们的关
联。在 MDC 米兰画廊，观众会看到一个神秘的
儿童雕像，跪在房间中央，并在纸上画着约
翰·阿姆莱德的一幅画。诸如此类的合作存在于
展厅的每一个角落。通过融合不同创作，

《ROOM SERVICE》带领观众沉浸在一个全新的
世界，一切都不是所看到的样子，艺术与日常生
活的界限变得模糊，创作变成了一种协作的、有
趣且发人深省的行为。 
  



 

Elmgreen & Dragset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 
 
迈克尔·艾默格林（1961 年生于丹麦）和英
格·德拉塞特（1969 年生于挪威）自 1995 年以来
一直以二人组合进行创作，目前工作生活于柏
林。他们起初是表演艺术家，自 1997 年开始以装
置和雕塑为主要创作媒介。他们始终对人与公共
及私人空间的关系感兴趣。他们以其众多的公
共、建筑和表演装置闻名，例如 2005 年在得克萨
斯州沙漠中部建造的 PRADA MARFA 商店，以及
2003 年与 FONDAZIONE NICOLE TRUSSARDI 共
同制作的 SHORTCUT：在米兰的艾曼纽二世拱
廊，一辆汽车腾空拖起一辆大篷车。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的回顾展《BONNE 
CHANCE》即将于今年六月在法国梅斯蓬皮杜中
心开幕。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在世界各地的重要机构举办
过个展，包括：《拂晓》，天目里美术馆，杭州
，中国（2023 年）；《USELESS BODIES?》，普
拉达基金会，米兰，意大利（2022 年）；《
ELMGREEN&DRAGSET, POINT OF VIEW PART 1
》，基斯特弗斯博物馆，耶夫纳克尔，挪威（
2019 年）；《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雕像》，纳
希尔雕塑中心，达拉斯，美国（2019 年）；《
THIS IS HOW WE BOTE OUR TOUGUE》，白教
堂美术馆，伦敦，英国（2018 年）；《DIE 
ZUGEZOGENEN》，克雷菲尔德艺术博物馆（
2017 年）；《CHANGING SUBJECTS》，纽约旗
帜艺术基金会，纽约，美国（2016 年）；《VAN 
GOGH’S EAR》，纽约公共艺术基金会洛克菲勒
中心，纽约，美国（2016 年）；《POWERLESS 
STRUCTURES》，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特拉维
夫，以色列（2016 年）；《THE WELL FAIR》，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2016 年）；
《AÉROPORT MILLE PLATEAUX》，三星艺术博
物馆，首尔，韩国（2015 年）；《BIOGRAPHY
》，丹麦国家美术馆，哥本哈根，丹麦（2014 年
）；《BIOGRAPHY》，阿斯楚普费恩利现代艺
术博物馆，奥斯陆，挪威（2014 年）；《
TOMORROW》，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伦敦，英国（2013 年）；《THE ONE AND THE 
MANY》，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鹿特丹
，荷兰（2011 年）。 
 
 

群展包括：《TAINTED LOVE》，VILLA ARSON
，尼斯（2019 年）；《THERE I BELONG - 
HAMMERSHØI》，由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策展，
丹麦国立美术馆，哥本哈根（2019 年）；《FOR 
TODAY, I AM A BOY: CONTEMPORARY QUEER 
ABSTRACTION》，得梅因艺术中心，爱荷华州
（2019 年）；《ART’S BIGGEST STAGE》，克
拉克艺术中心，马萨诸塞州（2019 年）；《
ART&PORN》，奥尔胡斯现代艺术博物馆，奥尔
胡斯（2019 年）；《LIKE LIFE: SCULPTURE, 
COLOR, AND THE BODY》，THE MET BREUER
，纽约（2018 年）；《WAITING. BETWEEN 
POWER AND POSSIBILITY》，汉堡美术馆，汉堡
（2017 年）；《SLIP OF THE TONGUE》，威尼
斯海关大楼博物馆，威尼斯（2015 年）；《
PANORAMA》，HIGH LINE ART，纽约（2015
年）；《GOLD》，巴斯艺术博物馆，迈阿密（
2014 年）；《DO IT MOSCOW》，车库当代艺术
博物馆，莫斯科（2014 年）。 
 
他们也参加了曼谷（2018 年）、伊斯坦布尔
（2013 年、2011 年、2001 年）、利物浦（2012
年）、PERFORMA 11，纽约（2011 年）、新加坡
（2011 年）、莫斯科（2011 年、2007 年）、威尼
斯（2009 年、2003 年）、光州（2006 年、2002
年）、圣保罗（2002 年）、柏林（1998 年）的双
年展以及 2008 年于日本举办的横滨三年展。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也于 2017 年被任命为第十五
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策展人。他们在第五十三
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丹麦和北欧馆获得特别奖，并
在柏林获得著名奖项 PREIS DER 
NATIONALGALERIE FÜR JUNGE KUNST（2002
年）。 
 
 
 
 
 
 
 
 
 
 
 
 
 
 
 



 

John Armleder 
约翰·阿姆莱德 
 
约翰·阿姆莱德 1948 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目前
工作生活在日内瓦。 
 
约翰·阿姆莱德 跨越五十年的职业生涯融合了该
时期中各种相互竞争的美学发展历程。他是上世
纪六十年代日内瓦激浪派的一员，同时也是
ECART GROUP (1969 年) 的创始人。其作品以多
样化而闻名，其中包括激浪派精神、抽象艺术、
现成品和雕塑、表演艺术，以及房间大小的装置
艺术。 
 
作为一名艺术家、雕塑家，同时也是表演艺术
家，阿姆莱德不断提出问题：艺术是什么；它能
做什么；怎样的艺术是被允许的。从房间大小的
装置到抽象绘画，从几何构成主义到家具雕塑以
及布满图案的墙纸，阿姆莱德的艺术诚然具有至
上主义绘画、极简主义雕塑、具体主义和达达主
义中日常物件化的属性。阿姆莱德于上世纪八十
年代接触到新几何主义的概念，创作出家具化雕
塑，将艺术与设计对象融为一体，同时，他也始
终致力于打破艺术与建筑、艺术与设计、以及艺
术与功能性物品之间的边界。在阿姆莱德近期的
项目中，他试图寻找更具概念性的方法，并通过
授权和策展工作向作品所有权的概念提出质疑。
约翰·阿姆莱德的艺术不仅仅是其所被人看到的
那样：它不被任何定义和标签拘束。他已然拥有
了专属的标志性语汇和幽默感。 
 
约翰·阿姆莱德的回顾展《YAKETY YAK》即将
于今年四月在法国塞里尼昂的 MUSÉE 
RÉGIONAL D’ART CONTEMPORAIN 
OCCITANIE 开幕。 
 
重要个展包括：《再，再》，外滩美术馆，上海
，中国（2021 年）；《IT NEVER ENDS》，蓬皮
杜卡纳尔中心，布鲁塞尔，比利时（2021 年）；
《DELLA MATERIA SPIRITUALE》，国立二十一
世纪艺术博物馆，罗马，意大利（2020 年）；阿
斯彭艺术博物馆，科罗拉多州，美国（2019 年）
；席恩美术馆，法兰克福，德国（2019 年）；多
纳雷吉纳当代美术馆 MADRE，那不勒斯，意大
利（2018 年）；博尔扎诺美术馆，意大利（2018
年，2016 年）；第戎当代艺术中心，法国（2014
年，1996 年，1989 年）；DAIRY 艺术中心，伦敦
，英国（2013 年）；纽约瑞士学院，纽约，美国
（2012 年）；圣加仑美术馆，瑞士（2010 年）。 

 
群展包括：安东尼奥·拉提基金会，科莫，意大
利（2021 年）；普拉达基金会，威尼斯，意大利
（2021 年）；VILLA CHIUMINATTO，都灵，意
大利（2021 年）；日内瓦现当代美术馆，瑞士
（2016 年）；日内瓦当代艺术中心双年展，瑞士
（2016 年）；斯特拉斯堡现当代美术馆，法国
（2015 年）；米兰现代美术馆，意大利（2015
年）；马赛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法国
（2014 年）；纽约现代美术馆，美国（2013
年）；雅典 DESTE 当代艺术基金会，希腊（2013
年）；巴黎安东尼·加伯特基金会，法国（2012
年）。 
 
约翰·阿姆莱德于 2011 年获得梅拉·奥本海姆奖 
(MERET OPPENHEIM PRIZE)，于 2007 年获得
LEENAARDS FOUNDATION PRIZE，并于 1995
年获得 VILLE DE GENÈVE PRIZE。他曾参加塞萨
洛尼基当代艺术双年展，希腊（2013 年）；横滨
国际当代艺术三年展，日本（2008 年）；布拉格
双年展，捷克（2008 年）；第七届里昂当代艺术
双年展，法国（2003 年）；第六届卢加诺雕塑双
年展，瑞士（2001 年）；以及第 42 届威尼斯双年
展，意大利（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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