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体垂询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袁嘉敏

 

博然思维 

 
 
展览时间： 

年 月 日— 月 日

地点： 
大展厅

 

 

亦可于 网站下载电子版新闻资料。

 

中国迄今为止最大型、最为重要的毕加索作品展“毕加索—
—一位天才的诞生”于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 

年 月 日，中国北京

北京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期间，呈现中国迄今

为止最为重要的巴勃罗·毕加索（ ）作品展“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

展览基于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馆藏，从中精心挑选出 件作品，全面回顾毕加

索创作生涯的前三十年，力求呈现出毕加索从早期到中期的艺术成长经历。此次展览

由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藏品总监艾米利娅·菲利普策划，并专为此次在中国于

的呈现而进行构思设计与组织，囊括 件绘画、 件雕塑以及 件纸上作

品。这些创作于 至 年间的作品，共同展示了这位现代艺术史上最为大胆、

最具原创性、最为多产的天才——毕加索的艺术创作的形成与演变过程。

展览作品涵盖其早期的全部代表性阶段，展览中所呈现的三十年则涵盖了青年毕加索

的艺术发现与酝酿时期，其风格经历了从学徒时代的学院派现实主义，到战后向古典

风格的回归；从蓝色时期和粉色时期交替出现的忧郁和情感相关主题，到他具有开创

性的原始主义探索等诸多变化。与惯常将毕加索的艺术生涯简化为一系列严格定义和

相互封闭的创作时期的策展方式有所不同，此次展览在不同创作阶段之间保留了开放

性和穿越性的视角，由此呈现同时存在于毕加索身上多种看似矛盾的艺术语言，也使

观众得以体察这些艺术风格转变背后的历史与个人生活现实。

“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划分为六个不同章节：“早期毕加索”聚焦于毕加索

自童年时期开始的创作及艺术家早期受到的影响，在这一阶段，他创作了《戴帽子的

男人》（ ）和《古典雕塑石膏像写生习作》（ ）；在“蓝色和粉色毕

加索”阶段，艺术家放弃模仿前辈的后印象派绘画风格，转而塑造真正意义上最早的

个人风格，并逐渐确立了最初的艺术身份，其作品包括《疯子》（ ）和《兄弟俩》

（ ）；“驱魔人毕加索：《阿维尼翁的少女》的革命”展现了艺术家简化形式和

空间的探索，在寻找、发明新的艺术语言的过程中，他创作了《自画像》（ ）等

作品，并孕育杰作《阿维尼翁的少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开启了一场

彻底改变二十世纪艺术的革命；“立体主义者毕加索”中，艺术家对“标志物”等符

号元素的运用催生出了立体派作品，如《弹曼陀林的男子》（ ）和《壁炉旁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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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多变毕加索”着眼于艺术家对古典的致敬、引用与革新，《恋人》

（ ）、《习作》（ ）等作均展现出毕加索独特的艺术探索，艺术家为俄罗斯

芭蕾舞团出品的舞剧《三角帽》（ ）设计的舞台布景、服装和幕布亦在这一部分

中呈现；展览的最后部分展示了艺术家 年至 年较为晚期的一系列杰出绘画

和雕塑作品，这些作品清晰地展示了毕加索青年时期的艺术实验所产生的影响，亦勾

勒出贯穿他创作生涯的主题与基本原则。

展览于 面积 平方米的大展厅内呈现，阿德里安·卡迪工作室（

）为展览特别设计了一组半开放式的盒状空间，使展览各章节主题得以错落

有致地呈现。这些开口与空隙为观众提供了意想不到的视角和惊喜；展览设计邀请观

众踏上一段探索毕加索艺术生涯发展的旅程，并孕育出一段无限的开放性对话，作品

也在这一过程中经由观众的动态而被永久重塑。多幅毕加索的印刷肖像和关于艺术家

工作室的图像更突显了每个盒状空间所对应的艺术家创作阶段。

此次展览起源于对中法两国最高层次文化艺术交流重要性的共识，也是 年“中

法文化之春”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于 年 月

日会见李克强总理时强调，此次展览与中法两国的文化关系相契合。这与法国总统埃

马纽埃尔·马克龙去年 月访华时所表达的愿望相一致；马克龙总统曾表示，他希望

更多的法国重要美术馆能来到中国举办展览，更多中国的美术馆展览也能来到法国。

年 月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同马克龙总统会谈时表示，中法

在人文交流方面，既要畅通政府间合作的“主渠道”，也要丰富民间交往的“涓涓细

流”，要充分发挥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强文化、旅游、语言、

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在 年互办中法文化旅游年。

马克龙总统则说：“中法两国在文化领域内的合作前所未有的活跃：蓬皮杜上海和罗

丹美术馆深圳项目正在落实，其他的大型文化项目在筹备，其中包括今年将举行的中

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毕加索展览、凡尔赛宫和故宫的合作等。我们也决定将

年作为中法文化旅游年。能够在这几个月达成这些合作成果并非偶然，这体现了我们

共同的意向，希望找到联结我们的关键纽带，奠定互相理解的基石。”

对于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来说，此次展览标志着其藏品在中国迄今为止最丰富全面

的展示，这也是洛朗·勒邦自 年出任馆长以来的首次北京展览。他“为由国立



  

 

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领导的国际合作政策进入新阶段而感到高兴”。

馆长兼 田霏宇表示：“对于 而言，此次展览标志着我们实现了自

年创办以来即秉持的一个梦想，我们不仅展示当代艺术的最新发展动向，而且

通过展示现代大师的创作，来审视当代艺术的根基。我们相信，毕加索的故事与我们

中国的观众是相关的，因为这里的独立个体仍在继续应对创造力、独特性和革新性的

挑战。”

票务信息 

“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期间持续对公众开放。

展览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四 ，最后入场时间为 ；周五至周日

，最后入场时间为 。 月 日、 日、 日， 月 日、 日和

月 日，展览开放时间为 ，最后入场时间为 。 

观众可于 前台购买展览门票，亦可通过 官方微信平台购票。周一至周

日（含节假日）成人单次入场票价为 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成人单次入场

票价为 元；学生单次入场票价为 元。 会员可免费观展，并在观展高峰

期使用快速会员通道优先入场。 

赞助与支持 

展览“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由摩根士丹利、苏富比、艺术跨界合作伙伴玛丽

黛佳以及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慷慨支持，感谢合作伙伴天猫新文创、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妈妈制造”公益项目、 、友邻优课的支持。展览的儿童教

育项目由英氏婴童用品有限公司及英氏儿童成长基金会、天猫商城提供慷慨支持。展

览由明基 提供影像解决方案，红日照明提供专业照明设备支持。分众传媒提供

全国广告宣传支持。本次展览的住宿与相关活动由北京诺金酒店倾情支持，展览出行

由谛珞轲旅游咨询有限公司支持。美术馆环保墙面解决方案由多乐士独家呈现。

同样感谢尤伦斯艺术基金会理事会、尤伦斯当代委员会和

成员，以及 战略合作伙伴彭博、阿那亚的支持。

“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展览合作售票平台为大麦、美团、猫眼演出、大众



  

 

点评及摩天轮票务，感谢三联中读、腾讯视频艺术频道、二更及 为本次

展览提供特别支持。

合作伙伴与合作方 

本展览与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合作举办。

本次展览获得了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大力支持。作为 年“中法文化之春”系列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展览也得到了许多法国与中国国家机构的支持；通过在中

国呈现这位于法国度过了一生中大多数时光的二十世纪天才艺术家的重要作品，

将进一步推动围绕着伟大的艺术作品而进行的文化交流与对话。

作为在华规模最大的外国艺术节，“中法文化之春”以其高品质、重创新的项目树立

起独特的文化品牌。每年春夏，来自中法两国的艺术家带来多元的文化大餐，从视觉

艺术，舞蹈、戏剧、音乐、电影，到文学和思辨，不一而足。创立十四年，中法文化

之春在中国观众和文化机构中间搭建起了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本次展览由 门艺文化公司支持呈现。门艺是一家由黎静（ é é ）

和零零（ ）于 年创立的中法合资机构，专门从事艺术与文化的

出品和推广。通过创意项目和创新活动，他们希冀打开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大门，促进

两者的文化交流。门艺同样为展览相关公共项目的举办进行了协助，尤其是邀请“

”组合的两位艺术家进行特别委任创作，呈现一场向地中海

和激发了画家灵感的舞蹈形式致敬的演出《 》。门艺的近期项目包括厦门集美

阿尔勒摄影节，以及与蓬皮杜中心、巴黎爱乐乐团、保罗青年、里尔世界设计之都和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基金会开展的合作。

本次展览由阿德里安·卡迪工作室（ ）设计。自 年成立以来，阿德里安·卡

迪工作室（ ）一直致力于在实践中采用全面、综合的方法，在从永久美术馆和限

时展览设计到产品设计等项目领域均获得了国际性的成功。 与世界各地的重要

机构、建筑师和企业开展合作，并与之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关系。

http://www.faguowenhua.com/
http://www.doors-agency.com/
http://www.studiogardere.com/


  

 

特别项目 

在“毕加索：一个天才的诞生”展览期间的 个周末， 推出系列活动“奇异旅

程毕加索”，以“对谈”“影像艺术交流”“表演艺术交流”三种活动形式，丰富

观众的文化生活之旅，全面、立体地介绍这位伟大艺术家的生平和创作。 月

日，“毕加索在中国”系列将通过学者演讲的形式，全面诠释毕加索与中国的关

系； 月 日，学术圆桌会议“毕加索的南方”邀请马拉加毕加索博物馆艺术总监

何塞·雷布罗·斯塔勒斯、艺术史教授欧亨尼奥·卡尔莫纳以及诗人西川，集中讨论

毕加索的地中海性格；“ ”双人组、高平、 艺术音乐组合

将以毕加索的绘画及其参与的戏剧为灵感进行创作，分别于 月 日、 日， 月

日和 月 日呈现；同时，一系列与毕加索相关的珍贵影像资料也能帮助观众对

这位艺术大师的个人历史进行直观的把握。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展览期间， 基金会精心策划一系列儿童艺术教育公益项目，这些儿童艺术活动

围绕本次展览中的毕加索作品与实践展开，为孩子们创造出通过探索不断进行深入学

习的文化氛围。公益课程和材料包所得的全部收益将悉数用于支持针对艺术教育尚未

触达的儿童群体展开的艺术教育普及工作。

受到毕加索创作的发展历程启发， 儿童艺术中心（ ）将于毕加索展

览期间推出一系列艺术工作坊，共分为五个主题：“快乐的小画家”（ 月 日、

日）、“情绪的色彩—粉与蓝”（ 月 日、 日）、“古老文明的启示”（ 月

日、 日）、“重塑绘画的维度”（ 月 日、 日）和“走进毕加索的舞台世

界”（ 月 日、 日）。展览相关艺术工作坊以个人成长的发展规律为线索，聚

焦艺术家从童年、少年时期的天真烂漫，到青年时期的探索、逐渐成熟并再次突破的

创作历程。工作坊参加名额有限，请致电 提前预定。

“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展览画册 

展览中英双语图录收录一篇策展人艾米利娅·菲利普就本次策展主题进行拓展讨论的

原创论文，一篇中央美术学院吴雪杉教授关于毕加索在中国接受史的原创研究论文。

http://www.ucca.org.cn/programs


  

 

展览图录由 编辑，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包含 张展出作品的高清彩色图

片，以及一份详细的艺术家年表和参考书目。展览图录可于 现场购买，亦可

于 京东线上商店（ ）购买。图录零售价为每本人民币 元。

展览衍生品 

展览期间， 商店推出“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艺术衍生品，此系列获得

了法国毕加索基金会的正版官方授权。展览衍生品将于新的 商店同步上线，

包含帆布袋、笔记本、 恤等，同时也有包括具有纪念意义和艺术感的海报、艺术卡

片、桌面霓虹灯等。

年 月 日， 将首次举办与 共同属于年度筹款活动的仲夏夜

派对 。与 性质相同， 旨在号召热爱

艺术的各界友人及支持者为 的运营和公益项目筹款，同时答谢为 捐赠

重要资源的个人和企业。 围绕毕加索大展，以毕加索出生及

成长地地中海沿岸为灵感，特邀驰名世界的著名舞蹈创意团队

于全世界范围内首发名为“ ”的大型互动表演，通过弗拉明戈舞、爵士

和杂技重现一场带有地中海风情的视听盛宴。如需更多信息或购买门票（人民币

元），请联系李琳：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是中国领先的当代艺术机构。 秉持艺术可以深入生

活、跨越边界的理念，每年为超过百万的观众带来丰富的艺术展览、公共项目和研究

计划。 北京主馆位于 艺术区的核心地带，占地约一万平方米，其原址为建

于 年、历史悠久的厂房，于 年完成由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 ）主持

设计的场馆改造。 沙丘美术馆由 建筑事务所设计，坐落于北戴河渤海海

岸的阿那亚社区内。 于 年正式获得由北京市文化局认证的美术馆资质，

并经北京市民政局与香港政府许可，在两地注册成立非营利的艺术基金会。 的

商业板块包括零售平台 商店、 儿童艺术中心，以及 旗下的馆

外合作项目等。 于 年开馆， 年在一组国内外董事的支持下完成机构

mailto:lin.li@ucca.org.cn


  

 

的重组与转型。 致力于通过当代艺术，推动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对话之中。

 

关于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内可观的馆藏得益于 年和 年的两次代税捐赠，它们

分别来自于艺术家本人的继承人和其遗孀的继承人。本次展览是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

馆在其 年的机构振兴之后，于新任馆长洛朗·勒邦及其新策展框架的领导之下，

在中国进行的首次主要尝试。

 

 

http://www.ucca.org.cn/
http://www.museepicassoparis.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