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ARTEN MICHAEL BAAS
生于 1978 年
1978
1995
2002
2003
2005
2009

出生于阿恩斯贝格，德国
毕业于亨德里克·皮尔逊学院，泽腾，荷兰
毕业于埃因霍温设计学院
成立马腾巴斯工作室
成立巴斯和牛群工作室
荣获迈阿密设计年展年度设计师

主要个展
2014
2011
2010
2010
2010
2009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巴斯在城里，Salone del Mobile，米兰，意大利
巴斯在城里，Carpenters Workshop 画廊, 伦敦，巴黎
景观设计展, 装饰艺术博物馆，巴黎，法国
灰色导，密特朗与克拉默设计，日内瓦，瑞士
个人， Stedelijik 博物馆，斯海尔托亨博斯，荷兰
实时和须德海，须德海博物馆，恩克森，荷兰
时间和须德海的时钟，须德海博物馆，恩克森，荷兰
年度颁奖设计师，迈阿密设计展，迈阿密，美国
马腾巴斯，罗萨纳奥赫朗迪临时画廊，长廊杜港, 切尔沃港，意大利
实时与须德海博物馆合作，迈阿密设计展, 巴塞尔
实时，C'N'C 服装国家，米兰国际家具展，米兰，意大利
上海之谜, 对比窗艺廊，上海，中国
The Chankley Bore, 建立父子，伦敦，英国
巴斯，罗萨纳奥赫朗迪画廊，米兰，意大利
马腾巴斯，米兰国际家具展，米兰，意大利
12e 艺术与设计，巴黎，法国
戴维斯贾尔斯画廊，伦敦，英国
造型，卡朋特画廊，伦敦，英国
造型，米兰家具展，米兰，意大利
粘土和烟雾，Cibone, 东京，日本
劣势 & 有关产品， MU 画廊，埃因霍温，荷兰
马腾巴斯，米兰，意大利
粘土，坦克设计博物馆，伦敦，英国
珍品，海牙，荷兰
哪里的烟雾，独特的烟雾作品，莫斯，纽约，美国
马腾巴斯，作品回顾，Tools 画廊, 巴黎，法国

主要群展
2013

2011

2010
2009

对抗谷物，当代艺术中的木，手工艺与设计，美国
对抗谷物，当代艺术中的木，手工艺与设计，美国劳德代尔堡
设计迈阿密 2013，迈阿密，美国
荷兰收集，Oriel Myrddin 画廊，英国，卡马森
没什么东西是个岛屿：与 The Cranbrook Collection 的新对话，Cranbrook 艺术博物馆，美国，
布隆菲尔德山
密特朗与克拉默设计，迈阿密设计展，迈阿密，美国
实时，阿布扎比艺术展，阿布扎比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孟买蓝宝石设计奖-实时，悉尼，澳大利亚
哪里的烟雾…莫斯画廊，迈阿密设计展，迈阿密，美国
实时，Casa09, 以色列
变革先锋， NY400 周与哈德逊河上的荷兰，纽约，美国
讲故事，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 伦敦，英国
造型与粘土，罗萨纳奥赫朗迪画廊，迈阿密设计展，迈阿密，美国
标准独特， 建立&父子，米兰国际家具展，米兰，意大利
偶然的和谐，Skitsch, 米兰国际家具展，米兰，意大利
上海之谜，对比窗艺廊，迈阿密设计展，迈阿密，美国
The Chankley Bored, 建立&父子，米兰国际家具展，米兰，意大利
哪里的烟雾…1934 年斯坦威三角钢琴，莫斯画廊，洛杉矶，美国
造型和镀铬粘土，莫斯画廊，迈阿密设计展，迈阿密，美国
粘土，设计性能，迈阿密设计展，巴塞尔
可能性与结束，对比窗艺廊，上海，中国
哪里的烟雾…粘土—嘿，椅子，莫斯画廊，迈阿密设计展，迈阿密，美国
废金属, Tools 画廊, 巴黎，法国
哪里的烟雾…莫斯画廊，迈阿密设计展，迈阿密，美国
新宝椅展出，Donna Karan 的空间，荷兰村，纽约
新作品--寻宝，嘿，椅子，一个书架， 平板包装，米兰家具设计展，米兰，意大利
梦遗-烧毁的家具-博物馆藏品，格罗宁根博物馆，格罗宁根，荷兰
辉煌，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伦敦，英国
重做，Mint 画廊，伦敦，英国
Auping 陈列室，AU!? 米兰家具设计展，米兰，意大利
生动的教育展--bertian 锅，鹿特丹，荷兰

主要教学／研讨会／讲座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8
2008
2007
2007
2006
2005

阿布扎比，阿布扎比艺术展，研讨会及讨论
悉尼，孟买蓝宝石设计奖，演讲
以色列，Casa09，讲座
洛桑，艾考尔，期末考陪审团成员
荷兰爱因霍芬 IM 硕士， 教学课程和期末考试
lessac，维特拉（布瓦布谢）的车间-纸板及磁带二
哥德堡，Rohsska 博物馆，讲座
lessac，维特拉（布瓦布谢）的车间-纸板胶带
休斯顿博物馆，演讲
lessac，维特拉（布瓦布谢）的车间-椅子
埃因霍温设计学院，车间-稻草人
斯德哥尔摩，Konstfack，研讨会，hungrigs
埃因霍温设计学院大师班，车间-再利用

重要收藏
须德海博物馆，恩克森，荷兰
皇家博物馆，阿姆斯特丹，荷兰
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伦敦，英国
奥达斯织品博物馆，蒂尔堡，荷兰
斯海尔托亨博斯市立博物馆，荷兰
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美国
Rohsska 时尚博物馆，设计与装饰艺术，哥德堡，瑞典
菲利普约翰逊玻璃屋， 新迦南，美国
蒙特利尔美术博物馆，加拿大
红房子，巴黎，法国
洛杉矶州立艺术博物馆，洛杉矶，美国
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美国
高艺术博物馆，亚特兰大，美国
格罗宁根博物馆，荷兰

	
  

SNAC-Fons 国家现代美术，巴黎，法国
新系列 - 国际设计博物馆，慕尼黑，德国

部分刊物
帧，荷兰
独立派，英国
多莫斯，意大利
共和报，意大利
卫报，英国
Coolhunting，美国
艺术杂志，德国
壁纸，英国
I-D，英国
纽约时代，国际先驱论坛报，美国
设计工作室，立陶宛
塔特林，俄罗斯
爱思唯尔，荷兰
人民报，荷兰
亚洲蓝图，香港
艺术报，英国
尼克时尚杂志，美国
时装，法国
野餐，墨西哥
起居装饰，葡萄牙
kult 杂志，意大利
室内设计，俄罗斯
Mse，意大利
Interni，意大利
男人装，意大利
El Pais，西班牙
卡萨布鲁特斯，日本
Clear，美国
时代杂志，美国
装饰趋势，中国
观察家，香港
DAMn，比利时
华盛顿邮报，美国
建筑师，荷兰
偶像，英国
大都会杂志，美国

出版图书
星饮片 - 持久美丽壮观的家具
现代家居设计---150 年
天才设计
自 1985 年以来的欧洲设计 - 塑造新世纪
限量版 - 原型，是一次性的，设计艺术家具
过程
欲望- 事物的形状
国际设计年鉴，2007
产品物料设计
氛围- 事物的形状
装饰 - 21 世纪的家具和室内设计
叉- 100 位设计师
所有的艺术-与收藏家对话

	
  

1000 位新锐设计师以及如何找寻他们
自 1990 年以来的家具 - 家具机
设计 - 昨天，今天，明天
国际设计年鉴，2005
荷兰设计年鉴，2005-2006
荷兰年鉴 03/04 （荷兰），烟表
臭名昭著的椅子-220C 病毒单体，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