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东尼·蒙塔达斯是著名观念艺术家，也是国际录像艺

术的元⽼级⼈物之⼀。他试图通过作品，探讨诸如“社会框架内的公共和私⼈

空间之间的关系”等社会、政治和传播问题，并对信息渠道及其可能被应⽤于

审查或传播思想的⽅式进⾏了深⼊研究。其创作媒介涵盖了摄影，录像，出版

物，互联⽹，装置和城市⼲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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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蒙塔达斯 (b.1942) 

  
1942出⽣于⻄班⽛巴塞罗那，现⼯作⽣活于纽约 
  
  
主要个展 
2022      “蒙塔达斯：过去与现在的记忆练习”, 安达卢⻄亚当代艺术中⼼，塞维利亚，⻄班⽛ 
2021      “蒙塔达斯：过去与现在的记忆练习”, Ateneo Art Gallery，⻢尼拉，菲律宾 
2020      “蒙塔达斯：互连”，Villa delle Rose，MAMbo，博洛尼亚，意⼤利 
2020      “Palabras”, El País, Arco Madrid, ⻢德⾥，⻄班⽛ 
2019      “蒙塔达斯：Elkarrekiko loturak，互连，互连”，Artium，维多利亚，加拿⼤ 
2019      “注意：感知需要参与”，Torre Colpatria de Bogotб，波哥⼤，哥伦⽐亚 
2019      “Intervenзхes：关于公共和私⼈主题”，Casa de Serralves，波尔图，葡萄⽛ 
2019      “蒙塔达斯: 看，⻅，感知”，Vanguard 画廊，上海，中国 
2018      “亚洲礼仪”，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北京，中国 
2018      “艺术卡尔斯鲁厄”，国际当代艺术，斯图加特，德国 
2018      “蒙塔达斯：冗余策略”，肯特艺术画廊，圣地亚哥孔波斯特拉，⻄班⽛ 
2017      “绝对艺术” ，OCAT上海馆，上海，中国 
2017      “⽂物的激活：关于学院”，视觉艺术设计中⼼，⻢⾥兰⼤学，巴尔的摩，美国 
2017      “堆砌词”，Moisйs Pйrez de Albйniz 画廊，⻢德⾥，⻄班⽛ 
2017      “蒙塔达斯：计划/建议书”，肯特艺术画廊，纽约，美国 
2016      “蒙塔达斯：亚洲礼仪”，千代⽥ 3331， 东京，⽇本 
2016      “蒙塔达斯：礼仪与威尼斯漂移”，⻄班⽛学院，罗⻢，意⼤利 
2015      “威尼斯漂移”，第 72 届威尼斯电影节，电影村，威尼斯赌场宫，意⼤利 
2014      “蒙塔达斯：亚洲协议”，总体美术馆，⾸尔，韩国 
2013      “威尼斯协议”，艾丽卡迪克画廊，布达佩斯，匈⽛利 
2013      “去 / 回，公⺠身份与旅⾏”，MuCEM，欧洲与地中海⽂明博物馆，⻢赛，法国 
2013      “恐惧的构建”，洛加蓬斯当代艺术中⼼，加拉斯加，委内瑞拉 
2012      “蒙塔达斯：11” ，肯特艺术画廊，纽约，美国 
2012      “盐与糖……没有盐也没有糖”，⻢赛杜尚美术馆，可利，瑞⼠ 
2011      “进⼊/之间” ，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德⾥，⻄班⽛ 
2011      “信息 >>空格 >>控制 ”，博物馆站, Pinacoteca 艺术与⽂化协会. 圣保罗, 巴⻄ 
2011      “关于学院”，卡朋特视觉艺术中⼼，哈佛⼤学，剑桥市，美国 
2011      “注意：感知需要参与”，莫斯科国家当代艺术中⼼，莫斯科，俄罗斯 
2010      “在翻译：Aзik Radyo（神化和刻板印象）”，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中⼼，⼟⽿其 
2009      “恐惧和失去公众的建设” ，⼤⻄洋现代艺术中⼼，拉斯帕尔⻢斯，⻄班⽛ 
2008      “蒙塔达斯：空间，地点和情景”，⻢萨利诺 • 波坦基⾦会，桑坦德，⻄班⽛ 
2007      “蒙塔达斯 / Bs.As.”布宜诺斯艾利斯⻄班⽛中⼼ -Recoleta ⽂化中⼼，布宜诺斯艾
利斯，阿根廷 
2006      “转译：等候”，Gimpel Fils，伦敦，英国 
2006      “协议”，符尔腾堡美术协会, 斯图加特，德国 
2005      “转译：城市列⻋”，公共艺术项⽬，波多黎各圣胡安，波多黎各 
2004      “协议”，阿拉⽶达艺术实验室，墨⻄哥城，墨⻄哥 
2004      “蒙塔达斯项⽬ 1974-2004，转译：内存空间”，威悉堡新博物馆，不来梅，德国 
2003      “转译：这个美术馆”，多特蒙德美术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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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转译：美术馆”，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巴塞罗那，⻄班⽛ 
2001      “转译：观众”，伯克利美术馆，加州⼤学，伯克利市，美国 
2000      “协议”，现代艺术博物馆，⾥约热内卢，巴⻄ 
1999      “⼗字路⼝”，蒙德之家图书馆，路易斯 . 安杰 . 阿朗，波哥⼤，哥伦⽐亚 
1998      “蒙塔达斯：协议”艺术与技术基⾦会，⻢德⾥，⻄班⽛ 
1997      “框架之间：论坛”，横滨港⼝画廊，横滨，⽇本 
1996      “进 / 出”，圣莫妮卡艺术中⼼，巴塞罗那，⻄班⽛ 
1996      “转译：游戏”，亚特兰⼤艺术学院，亚特兰⼤，美国  
1995      “纽约：城市美术馆？”，艺术与建筑店⾯，纽约，美国 
1994      “框架之间：论坛”，波尔多当代艺术博物馆，波尔多，法国   
1994      “档案室”，芝加哥⽂化中⼼，芝加哥，美国 
1992      “C.E.E. 项⽬”，Witte de With 当代艺术中⼼，⿅特丹，荷兰 
1991      “⽂字：新闻发布会室”，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印第安纳波利斯，美国 
1990      “董事会会议室”，以⾊列博物馆，耶路撒冷，以⾊列 
1989      “体育场”Walter Phillips 画廊，班夫，加拿⼤ 
1988      “董事会会议室”，电⼚，多伦多，加拿⼤ 
1988      “混⾎⼉”，雷纳索⾮亚国家艺术中⼼博物馆，⻢德⾥，⻄班⽛  
1983      “媒体景观”，当代艺术画廊，萨格勒布，南斯拉夫 
1982      “媒体现场 / 媒体纪念碑”，爱迪⽣艺术画廊，安多弗，美国 
1980      “线之间”，纽约厨房，纽约，美国 
1979      “私⼈ / 公共信息”，温哥华美术馆，温哥华，加拿⼤ 
1976      “最后⼗分钟”，纽约厨房，纽约，美国 
1971      “关于潜在感官”，Vandres 画廊，⻢德⾥，⻄班⽛ 
  
主要群展 
2022      “仓库总动员·第⼋回——动起来吧！”，Vanguard画廊，上海，中国 
2021      “Durational影集”，Vanguard画廊，上海，中国 
2021      “第13届上海双年展——⽔体”，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中国 
2020      “艺术与建筑：对话”，Centro Botнn，桑坦德，⻄班⽛ 
2020      “Exposures # 02”，Joan Prats 画廊，巴塞罗那，⻄班⽛ 
2019      “Photoespaña：⻜吧！天堂100年”，CBA，⻢德⾥，⻄班⽛ 
2019      “短暂的世纪”，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巴塞罗那，⻄班⽛ 
2018      “Mpa On Paper”，Moisйs Pйrez de Albйniz 画廊，⻢德⾥，⻄班⽛ 
2018      “Liberxina: 流⾏和新的艺术⾏为”，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巴塞罗那，⻄班⽛ 
2018      “Turbulències”，CaixaForum，巴塞罗那，⻄班⽛ 
2018      “Doc Fortnight 2017：国际⾮虚构电影和媒体节”, MoMA，纽约，美国 
2017      “迷失在城市”，IVAM，瓦伦⻄亚，⻄班⽛ 
2017      “丝绸之路与天⾐：中⻄艺术家联展”，太庙美术馆，北京 
2017      “艺术课”，Museo Nacional Thyssen-Bornemisza，⻢德⾥，⻄班⽛ 
2015      “Prophetia”，Fundaciу Joan Mirу，巴塞罗那，⻄班⽛ 
2015      “建筑与空间 Rac 系列”，CentroCentro Cibeles，⻢德⾥，⻄班⽛ 
2012       La Triennale, Intense Proximité, Muntadas La Construction de la Peur，东京
宫，巴黎，法国 
2011      “系统、⾏动和流程 1965-1975”，PROA 基⾦会，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2010      “系列 II”，CA2M，⻢德⾥，⻄班⽛ 
2006      “关注欧洲。印刷品、书籍和倍数 / 1960 年⾄今”, MoMA, 纽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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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视频：⼀⻔艺术，⼀⻔历史，1965-2005”，蓬⽪杜艺术中⼼新媒体收藏精选作
品，巴黎，法国 
1997       X⽂献展，卡塞尔，德国 
1997      “房间景观”，所罗⻔·R·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美国 
1996      “视频信号”，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博物馆，⻢德⾥，⻄班⽛ 
1991      “惠特尼双年展”，惠特尼艺术博物馆，纽约，美国 
1982      “阅读录像”, MoMA, 纽约，美国 
1980      “来⾃⻄班⽛的新图像”，所罗⻔·R·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美国 
1979      Journées interdisciplinaires sur l’art corporel et performances，蓬⽪杜艺术中
⼼，巴黎，法国 
1977      第六届⽂献展，卡塞尔，德国 
  
获奖 
约翰·⻄蒙·古根海姆纪念基⾦会 
洛克菲勒基⾦会 
美国国家艺术基⾦会 
纽约州艺术理事会 
奥地利林茨电⼦艺术中⼼ 
洛迦诺 Laser d’Or 
加泰罗尼亚国家造型艺术奖 
⻄班⽛国家造型艺术奖 
⻄班⽛委拉斯开兹造型艺术奖  
  
公共收藏 
OCAT上海馆，上海，中国 
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中国 
Artotheque, 格勒诺布尔，法国 
阿维利⽇报收藏，巴塞罗那，⻄班⽛ 
爱迪⽣美国艺术画廊，安多弗，美国 
巴塞罗那储蓄银⾏艺术收藏，巴塞罗那，⻄班⽛ 
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基⾦会，巴塞罗那，⻄班⽛ 
班夫中⼼，班夫，加拿⼤ 
伯汀基⾦会，桑塔德，⻄班⽛ 
Collecio Tous/ 佩德罗 , 巴塞罗那，⻄班⽛ 
达娜厄基⾦会 , 普伊，法国 
当代艺术博物馆，圣保罗，巴⻄ 
德国不莱梅美术馆，不莱梅，德国 
德国汉诺威国际⼯业展会 , 汉诺威会展中⼼ , 汉诺威，德国 
德国中央合作银⾏，法兰克福，德国 
法国国家当代艺术，巴黎，法国 
法国国有⾦融机构信托投资局，巴黎，法国 
Galerije 当代艺术，萨格勒布，克罗地亚 
加拉加斯当代艺术博物馆，加拉加斯，委内瑞拉 
加州伯克利⼤学艺术博物馆，加利福尼亚，美国 
加州⻓滩艺术博物馆，⻓滩，美国 
路德希维博物馆，布达佩斯，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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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奇图书馆，剑桥市，美国 
美术宫，布鲁塞尔，⽐利时 
密斯·凡·德·罗基⾦会，巴塞罗那，⻄班⽛ 
纽约多尼尔公共图书馆，纽约，美国 
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美国 
纽约摩根⼤通艺术品收藏，纽约，美国 
纽约所罗⻔ R. 古根海姆美术馆，纽约，美国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美国 
区域当代艺术基⾦会 (F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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