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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阿瑟·比尼恩 - 卡尔·安德烈 
24.01.2023 
28.01.2023  

1973 年，麦克阿瑟·比尼恩 (MCARTHUR 
BINION) 从底特律搬至极简艺术的中心 — 纽约。
同年，其作品在纽约的艺术家空间 (ARTISTS 
SPACE) 展出，策展人为索尔·勒维特 (SOL 
LEWITT)、卡尔·安德烈 (CARL ANDRE) 和罗纳
德·布莱登 (RONALD BLADEN)。 
 
源于当年的相遇，MASSIMODECARLO画廊米兰
空间于 2021 年 11 月首次举办了麦克阿瑟·比尼
恩与索尔·勒维特的双个展。而在此次《麦克阿
瑟·比尼恩 - 卡尔·安德烈》展览中，我们希望
再现当年纽约极简主义的背景下，那个被忽视却
至关重要的时刻。安德烈与比尼恩的作品被并排
展览，两者都拥有极强的线条感视觉语言：对网
格和几何形态的探索，以及对艺术品表面特质的
关注，都呈现出有趣的对比。 
 
卡尔·安德烈 1978 年的作品“NINTH 
ALUMINIUM CARDINAL” 有着其在上世纪七十
年代创作的经典风格：由许多方形金属板组成，
指代基数的数学原理，“每行的单位数始终是素
数；正方形中的单位数始终是正方形；而矩形中
的单位数始终是两个基数的乘积。” 
[OKTAGON, pp 188-189]。该作品由安德烈在日本
创作完成，在其 1978 年于东京ART AGENCY 
CO.的展览中展出。50 厘米长的铝板呈现出安德
烈最佳作品的形态与实质，抛光表面优雅地展现
了与作品外界环境的互动，反射出周围的光线。 
 
共同展出的是比尼恩 2023 年的新作“VISUAL: 
EAR”，该系列起始于 2021 年。作为DNA系列
的延续，该系列更关注潜意识下的底层形态。他
尝试将听到的音乐视觉化，并自 1973 年开始使用
“视觉耳朵 VISUAL EAR”这个术语。爵士乐是
比尼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纽约生活中的重要元素
，他认为自己的艺术与同时代的爵士音乐家们“
来自相同的地方”。正如艺术家在DNA系列中
用到七十年代的地址簿，“VISUAL: EAR”系列
同样唤起了比尼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历，强
调音乐在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感。 
 
MASSIMODECARLO PIÈCE UNIQUE 是传奇画廊
主卢西奥·阿梅利奥 (LUCIO AMELIO) 于 1989 年
在巴黎开设的首个空间，由赛·托姆布雷 (CY 
TWOMBLY) 设计，旨在致敬并回顾二十世纪至今
的艺术发展，在强调悠久历史的同时注入新的视
角。此次展出的二位艺术大师的两件作品，在该
空间内构成有趣的对话，灵感来源于历史性的初
次相遇，并同时与当今艺术产生关联。 

麦克阿瑟·比尼恩 
Visual:Ear, 2022 
木板 墨 油画棒 纸 
121.9 × 183 cm / 48 × 72 inches 
 
卡尔·安德烈 
Ninth Aluminum Cardinal, 1978 
铝 
1.27 × 149 × 149 cm / 1/4 × 58 3/4 × 58 3/4 inches 
 
 
  



 

麦克阿瑟·比尼恩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麦克阿瑟·比尼恩 
(MCARTHUR BINION) 的作品融合图像网格与档
案物品，例如电话簿、家庭照片、或是在美国黑
人社区历史中发现的文件，他始终在寻找一种极
简主义的替代。从他对广泛背景下现代主义抽象
绘画遗产的探索开始，即人类社会需要在留下存
在痕迹的同时投射未来，比尼恩作品中颜色组合
和形状的减少，不仅体现出其对形式的成熟运用
，更包含多层次的意义。比尼恩的作品具有微妙
却强烈的政治色彩。策展人洛维里·斯托克斯·
西姆斯(LOWERY STOKES SIMS) 曾将其DNA系列
描述为“关于自我意识与自我探索的概念，以及
对艺术家自己和他所贡献的历史进程的刻意反思
”。过去的四十年，麦克阿瑟·比尼恩不断探索
抽象绘画的可能性。艺术家独特叙事与个人回忆
的介入，以及他对内容的强调，使其作品区别于
传统的极简主义艺术实践。 
 
比尼恩的作品曾被列入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
VIVA ARTE VIVA》，由CHRISTINE MACEL策展
。近期个人展览包括：二十世纪博物馆，佛罗伦
萨，意大利（2020年）；MASSIMODECARLO，
伦敦，英国（2019年）；立木画廊，香港与首尔
（2019年）；克兰布鲁克艺术博物馆，布卢姆菲
尔德山，美国（2018年）；GALERIE LELONG & 
CO.，纽约，美国（2017年）；休斯顿当代艺术博
物馆，休斯敦，美国（2012年）。 
 
其作品被众多私人及公共机构收藏，包括：纽约
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纽约哈莱姆工作室博物
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华盛顿国立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
克兰布鲁克艺术博物馆；底特律艺术馆；波士顿
当代艺术研究所；堪萨斯城坎伯当代艺术博物馆
；杰克逊市密西西比艺术博物馆；新奥尔良艺术
博物馆；圣达非 STRAUSS FAMILY COLLECTION
；托莱多艺术博物馆。 
 
 
 
 
 
 
 
 
 
 
 

卡尔·安德烈 
卡尔·安德烈 1935 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昆西
，目前工作生活在纽约。 
 
卡尔·安德烈是他那一代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
一，以拓宽雕塑的可能性而闻名。在安德烈的艺
术生涯初期，他与弗兰克·斯特拉 (FRANK 
STELLA) 在纽约合租一间工作室，那时他便开启
了最早由打印诗歌组成的系列作品。该系列将单
词和字母视为雕塑材料，从报纸和其他文学作品
中剪裁拼贴而成。它们预示着艺术家在雕塑领域
的创作，也引领了他的第一件地面雕塑作品：纸
本和之后的雕塑均证明了重复在艺术家创作中的
重要性，以及他对通过切割与再次排列来重置现
有材料的热爱。 
 
卡尔·安德烈在众多国际机构举办过个展，近期
个展包括：《CARL ANDRE: SCULPTURE AS 
PLACE, 1958-2010》，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洛
杉矶，美国（2017 年）；巴黎市立现代艺术博物
馆，巴黎，法国（2016 年）；汉堡车站美术馆，
柏林，德国（2016 年）；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
心博物馆，马德里，西班牙（2015 年）；迪亚艺
术基金会，纽约，美国（2014 年）；丹·弗莱文
艺术机构，纽约，美国（2014 年）。卡尔·安德
烈的作品被许多知名机构收藏，包括：泰特现代
美术馆，伦敦；蓬皮杜中心，巴黎；佩吉古根海
姆艺术收藏馆，威尼斯；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博
物馆，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纽约现
代艺术博物馆。 
  
 

Press Office, MASSIMODECARLO 
T. +39 02 7000 3987 
M. +44 7778 301798 
M. +33 6 70 87 15 62 
press@massimodecarlo.com 
www.massimodecarlopièceunique.fr 
IG: massimodecarlopièceunique 
#massimodecarlopièeceuniq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