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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艺术院雕塑院士作品在京展出

6 月 16 日，
“毕加索——一位天才的
诞生”在北京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展出，从那天起，每天展厅门口都排着
购票参观的长龙，至 7 月 17 日，已有超
过 26 万人次参观了此展。展览精心挑选
了 103 件作品，包括 34 件绘画、14 件雕
塑以及 56 件纸上作品，是法国国立巴黎
毕加索博物馆藏品最大规模的一次来华
展出。展览将持续至 9月 1日。
展览现场

毕加索是在中国知名度较高的外国艺术家。他的作品
《格尔尼卡》 被收录在初中美术与高中历史教材中，令人困
惑的画面内容，多变的艺术风格，使他成为绘画天才的代
名词。每一次毕加索的原作大规模来到中国，总会引起大
家的热情期待与关注。
1983 年，在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的推动下，毕加索的原
作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当年 5 月，包含 33 幅作品的“毕加索
原作展”在中国美术馆进行了为期 20 天的展出。因为法国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1985 年才成立，所以北京观众其实
是早于巴黎观众欣赏了这一批毕加索原作。2011 年，上海世
博会期间，62 幅来自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作品在世博
园中国馆展出。2014 年，100 幅毕加索版画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展出。这一次，
“ 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则是历次
展览中作品最为丰富、策划最为专业精心的一次，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与法国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合作举
办。据巴黎毕加索博物馆藏品总监艾米莉亚·菲利普透露，
这一次有 4 件作品是在 1983 年之后，时隔 36 年“故地重游”。

开启中法新一轮文化交流热潮

《阅读》
波格鲁， 1932 年 1 月 2 日
布面油画 130×97.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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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柏成

最大规模毕加索原作来京展出

聚焦毕加索艺术生涯前三十年

毕加索原作第四次来到中国展出

本报电 （杨 子） 在中法建交 55 周年之际，“不朽的
传承——法兰西艺术院雕塑院士作品展”日前亮相中国
美术馆。展览展出法兰西艺术院 5 位雕塑院士的 37 件雕
塑作品。展览结束后，艺术家将全部参展作品捐赠给中
国美术馆永久收藏。
此次展览的作品主题多样、形式丰富，具有超越时
代的探索性，展示了克罗德·阿巴吉、让·卡尔多、让·安
哥拉、安东尼·彭赛、布里吉特·泰尔齐耶夫等 5 位雕塑大
师对于生命与情感、内容与形式、写实与抽象、人与自
然、西方与东方等诸多文化问题的多元审美观照，凸显
了他们独具特色的塑造语言和艺术风格。本次展览是继
“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邀请展”之后法兰西艺术院院士
经典作品在中国的再次集中亮相。
成立于 1816 年的法兰西艺术院是法国最高艺术研究
殿堂，其深厚的艺术积淀滋养了安格尔、德拉克罗瓦等蜚
声世界的大师，是全球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学院之一。
据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介绍，
“ 法兰西院士”在法语中译
为“不朽的人”，此次展览定名为“不朽的传承”，意在继续
传承法兰西优秀艺术文化的精髓和力量。
法兰西艺术院主席、终身院士、雕塑大师克罗德·阿
巴吉表示，雕塑不需要翻译，雕塑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
的语言，观众只要进入展厅，作品就会告诉大家什么是
美，什么是动感，哪些表达了人生的思考，哪些描绘了
生命的形状。

《吻》
穆然，1969 年 10 月 26 日
布面油画 97×130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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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头像》
戛纳，1957 年
彩绘切割木料
78.5×34×36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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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画 像》
巴 黎 ， 1901 年 末
布面油画
81×60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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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展示毕加索风格转变全过程
“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 是毕加索原作来华数
量与种类最丰富，也是最具有策划性的一次展览。巴黎毕
加索博物馆藏品总监艾米莉亚·菲利普担任了本次展览的策
展人。她说，艺术界一直在思索一个简单而又深奥的问
题： 毕加索为什么能成为毕加索？我们一直期待着做这样
一个展览，这一次在中国成为了现实。她透露，在一年多
的时间里，双方的博物馆团队从学术研究、作品挑选、展
览设计到呈现方式，都进行了专业而深入的努力，这在巴
黎毕加索博物馆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展览聚焦于毕加索艺术生涯的前 30 年，通过精心挑选
的作品、睿智的展览空间设计和恰到好处的文字说明引导
观众思考这个问题，并清晰地展示出毕加索风格逐渐转变
的 全 过 程 。 展 览 分 为 “ 早 期 毕 加 索 ”“ 蓝 色 和 粉 色 毕 加
索”“驱魔人毕加索：《阿维尼翁的少女》 的革命”“立体主
义者毕加索”“多变毕加索”5 个主要部分与晚期的一系列
杰出绘画及雕塑作品。首次来华展出的有毕加索 12 岁时创
作的 《古典雕塑石膏像写生习作》、14 岁时创作的 《戴帽
子的男人》 以及他青少年时期的手稿，这些作品展示出毕
加索在青少年时期就具有了卓越的古典主义造型能力与技
巧。他并非是一开始就进行了令人困惑的抽象风格创作，
而是建立在深厚的古典主义基础之上。《疯子》（1905 年）
和 《兄弟俩》（1906 年） 揭示了毕加索为何要进行绘画新形
式的探索，而 《阿维尼翁的少女》 则宣告了他现代主义革
命的开始。前 30 年的艺术探索对毕加索一生漫长的艺术生
涯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回看整个展览，
“ 多变”是毕加索最重要的标签，而“多
变”的深层内核则是对创造力的追求。毕加索曾说：
“从根本
上看，我也许是一个没有风格的画家……你看到的是此刻的
我，而这个我已经改变了，去到别的地方。”毕加索之所以伟
大，正是因为他创造了人类视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图像，改
变了人类的观看方式。他不仅有着卓越的艺术天赋，他的创
造更与 20 世纪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说，展览虽然
名为“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却不是对天才的赞
颂，而是对天才这个概念的解构，对毕加索源源不断的创
造力来源的剖析。这个夏天，“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
生”不仅让中国观众大饱眼福，对热切需要创造力、激发
自身创新力的中国，也将带来思考与启发。
（本文图片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展览现场

吴冠中艺术作品捐赠清华
本报电 （罗雪辉、若 涵） 今年是吴冠中诞辰 100 周
年。日前，吴冠中长子吴可雨将父亲的 66 件 （本） 绘画
作品捐赠给清华大学，其中的 65 幅作品为 《吴冠中全
集》 收录作品，还包括 1 本写生素描。这些作品将在清华
大学艺术博物馆开设专厅，永久珍藏陈列。与此同时，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将设立“吴冠中艺术研究基金”，专
门用于支持吴冠中艺术与艺术思想研究。
吴冠中 1936 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预科，1947 年留学
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绘画，1950 年回国，先后任教
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央工艺
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吴冠中一直致力于中
国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他提出的“风筝不断线”的理念，认
为艺术创作不能远离现实生活，在抽象艺术探索的过程
中，不能一味脱离物象而完全抽象。他将具象与抽象两种
绘画形态融为一体，创造出中西结合的意象世界，将油画
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推向了新的境界。
2010 年，清华大学专门设立了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
抢救性地搜集整理了吴冠中的大量作品、史料和文论，出
版了《吴冠中追思文集》和《吴冠中全集·续集》第十卷，举
办了学术纪念活动 30 余场。

吴冠中捐赠作品—— 《安徽水乡》 2002 年

“铁臂阿童木”手稿在中国展出
本报电 （兰红超）
《手塚治虫特展——铁臂阿童木
AI 最初的幻想》日前在嘉德艺术中心开幕。
此次展览最大的亮点是手塚治虫原画 30 幅、手塚治
虫复制画 100 幅。这些作品再现了手塚治虫当年的创作
思路，让观众感受到铁臂阿童木如何从手塚治虫脑海里
的想法，一步步变成跃然纸上的卡通形象。展览不仅带
来关于阿童木的童年记忆，“AI”主题更充满跨越时空
的经典科幻色彩。在这里，跟随大师的轨迹可以穿越二
次元世界，触碰 AI 未来。
《铁臂阿童木》 是日本漫画家手塚治虫创作的科幻漫
画作品，是日本第一部电视连续动画，也是中国引进的
第一部国外动画。

展览现场

“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展览现场

《古代石膏像素描习作》
拉科鲁尼亚，1893 年-1894 年
纸上炭笔和黑色蜡笔画
49×31.5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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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个热爱文化的大国，中国与法国素有文化交流
的历史传统。2006 年以来，中法文化之春已举办了多届，
累计超过数千万名观众。2014 年，两国首次建立了中法高
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去年以来，中法间又掀起新一轮文化
交流热潮。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2018 年 1 月访华，
参观了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他表示，希望有更多
法国的美术馆能来中国举办展览，也希望有更多中国的美
术馆展览来到法国。2019 年 3 月 25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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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涓溪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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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互办中法文化旅游年。马克龙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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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作为中法文化旅游年。”
“ 毕加索——一位天才的
诞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促成的，也是这一轮中法文化交
流热潮中内首个顺利开展的项目。

“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展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