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的形态”名作多
■本报记者 钟菡 实习生 曹赟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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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艺博会、拍卖会、展览活动带来数以千计国内外艺术名作，点燃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

百场活动接连展开，11月开启申城“艺术时间”

昨天下午， 余德耀美术馆创始人兼主席
余德耀宣布， 与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取得合
作，“余德耀美术馆不再是私人美术馆。”与此
同时，该美术馆的“制作中：艺术与电影的工
作场”和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杨诘苍：三
魂七魄” 等展览开幕； 荣宅的李青个展 “后
窗”、 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主办 “江南 ‘镇’

好———长三角美术、书法、摄影作品邀请展”

等多个艺术展“扎堆”开展。在这个“上海一年
中最舒服的季节”里，上海市民迎来丰富多彩
的艺术展览。

今年，百场艺术活动点燃上海国际艺术品
交易月，3场大型艺术博览会、14场拍卖活动、

52场展销活动、35场展览活动、8场外延活动
带来数以千计的国内外艺术名作。这些优质展
览集中呈现，能为上海市民带来什么？

11月优质展览“扎堆”，不少艺术爱好者坦
言要“赶场”。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西岸美术馆
与蓬皮杜中心的五年展陈合作项目。第一个常
设展“时间的形态”明天亮相。记者从业内人士
处获悉，11月原本是上海艺术的“淡季”。

最早选中 11月的是 ART021上海廿一当
代艺术博览会。“ART021在 2013年创立时，特
意查看了国际各大博览会的日程表，发现 11月
是个空档。 对于画廊来说，11月是一个旺季。”

ART021创始人应青蓝介绍， 西岸艺术博览会
最早选择的时间是 9月，从第三届开始改为 11

月以带来更多人气，形成集聚效应。在 11月举
办的上海双年展同样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目光。

一个国际大都市该有自己的“艺术时间”。

博览会作为中心点辐射，许多画廊和艺术项目
都选择在此时举办。 如今这一现象正在 11月
的上海发生。“11月变成上海艺术季在近三年
特别明显。”Philo Art 文化传播工作室创始人
金怡认为，在双年展和两个重要艺术博览会的
影响下， 有更多美术馆选择在同期抛出新展，

吸引从世界各地赶来上海的藏家和媒体，自发
的行为渐渐形成集聚效应。

10月底，龙美术馆一周内接连推出“纪念
陆俨少诞辰 110周年展览” “境象主义———桑
火尧作品展·上海” 以及周春芽大型个展“东
南形胜”。龙美术馆工作人员解释，如此“扎堆”

开幕， 正是为了赶上海的艺术季。“以往随着
ART021、西岸艺博会的相继举办，会吸引众多
外国观众和藏家来上海看展， 今年进博会、上
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的启动将加剧这一人群
效应。所以我们赶在这个时机推出一系列重磅
展览，也希望有更多喜欢艺术的观众在这个时
节来上海看展。”

ART021也是上海首个国际艺术品交易月
的发起方之一，应青蓝透露，其实艺术品交易月
曾想定在9月，但在沟通和讨论下，最终定在11

月。“在11月举办已坚持了6年， 全球的藏家、媒
体都知道11月要来上海。他们的时间表是———3

月去巴塞尔，10月去巴黎，11月留给上海。”

艺术展览、活动“撞车”难免会给观众带来
困扰。 应青蓝坦言，“活动集中举办是把双刃
剑， 但艺术季能把上海的艺术氛围带动起来，

希望它的效应可以逐渐蔓延至全年。” 余德耀
表示：“一个月内举办几十个展览也许远远不
够，将来会举办更多，吸引更多的人过来。艺术

不需要语言就可以吸引全球各地的人，由此可
看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随着全球优秀艺术品一起来到上海的，还
有新的美术馆运营及合作方式，它们将带给上

海观众更国际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在西岸美术馆，“游乐场”这一空间最引人关
注。记者昨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为大型互动装置
“地心引力”展开幕做准备。不久后，这里将有一群
孩子爬来爬去， 用艺术家放置的毛线编织作品体
验艺术创造乐趣， 学习垃圾分类。“我们不是提供
寄存小孩服务的， 家长要陪同孩子一起互动参
与。”西岸美术馆公教人员说。相比收费展览和需
要预约的工作坊，“游乐场”在开幕季期间免费、无
需预约，且开放到 22时。“专门开辟一块空间给儿
童，希望这能成为西岸美术馆的独特标志。”

蓬皮杜中心自 1977年开馆以来就一直扮演
向公众传播艺术和文化知识的角色。其中，开放
的儿童工作坊主要针对儿童群体。如今艺术和文

化教育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余德耀美术馆则引入另一种合作方式。余德
耀美术馆、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和卡塔尔博物馆
群昨天宣布：三家机构将联合开发、共享展览和
项目。这一合作方式，将鼓励位于三座不同城市
的艺术馆以独特的专长、藏品，打造具有全球视
野的多地点展览项目。此项合作的首展“制作中：

艺术与电影的工作场”昨日开幕，展览基于洛杉
矶郡艺术博物馆的永久收藏。此后其它三档展览
将于 2020年相继呈现，其中“摩耶精舍：张大千
的园林” 来自余德耀基金会收藏，“这不是自拍：

奥德丽和悉尼·伊尔马斯收藏之摄影自画像”来
自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奈良美智展将
在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展出后，于明年秋季巡展

至余德耀美术馆。

余德耀将余德耀美术馆和洛杉矶郡艺术博
物馆的合作比喻为“婚姻”，意味着永久的期限和
平等的地位。而余德耀美术馆和卡塔尔美术馆群
的合作则以五年为期限。余德耀表示：“通过共享
展览和联动项目交流，我们将把世界各地具有重
要文化意义的艺术创作带到上海，也让世界看到
中国当代艺术的辉煌。”

西岸美术馆开馆当天适逢进博会开幕，蓬皮
杜中心主席塞尔日·拉斯维涅表示， 通过此次展
陈项目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的同时，也更关注中国
尤其是上海的艺术环境，加强与上海其他艺术机
构的交流，“在这里我们不是法国风格和艺术的
代言人，我们想成为新一代的‘上海人’。”

全球艺术馆高峰会议探讨美术馆、艺术展对城市文化的影响

城市历史以新方式进入年轻的心
■本报记者 舒抒

昨天，“2019全球艺术馆高峰会议”

在徐汇区举行， 来自近 20家世界顶尖
美术馆的负责人和行业专家齐聚衡复
历史文化风貌区，探讨美术馆、艺术展
对城市文化定位的影响。会上，上海西岸与胡
润当代艺术榜签署合作项目， 双方将在 2020

年推出全新艺术主题榜单。此前一天，“西岸美
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 揭幕，

这座黄浦江畔最新的美术馆将于明天向公众
开放，首展迎来蓬皮杜中心典藏展“时间的形
态”。

从单纯引进展品， 到引进完整概念的展
览，再到共同合作展陈项目，将中国艺术家作品
介绍到世界舞台， 中国老百姓实现了与世界顶
尖艺术作品的“零距离”接触。随着一座接一座
美术馆建成，一个接一个展览举办，本土观众的
艺术鉴赏力和公众文化素养得以逐步提高。

美术馆折射出城区历史
“博物馆和所在城市之间是相互补给的关

系，博物馆代表文化和历史，定义所在城市的

性格和灵魂， 以及城市展示给游客和观众的形
象。”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亚洲艺术主席喻瑜在圆
桌讨论环节表示， 艺术馆在一波波游客的参观
中，不断重新定义自己，也为不断发展中的城市
重新定义文化价值。

波士顿博物馆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
之一，位于波士顿市中心，周边有教堂、图书馆、

艺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 对面是麻省理工老校
区。“波士顿有哈佛、 麻省理工等世界一流学府，

是一座汇集知识、智慧和创新的城市，也让艺术
馆思考，如何为这座城市凝聚更多学术氛围。”

从城市肌理中挖掘特性，从而根据城市的发
展脉络不断调整自身定位，是波士顿博物馆多年
来历久弥新的“密码”。在上海，近年来，包括龙美
术馆、余德耀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在内，

一批工业遗存改建而来的艺术文化设施正彰显
独特魅力。无论是浦江东岸的民生码头八万吨筒

仓，还是位于徐汇西岸的油罐艺术中心，上海老
百姓走进这些公共文化设施时，都在重新审视上
海作为工业城市的一段光荣历史。

城市历史以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新方式，

驻扎进新一代年轻人心中，这便是美术馆折射城
区历史后，为社会带来的教育意义以及给自身带
来的影响力。

公众教育是艺术馆使命
在昨天举行的论坛上，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

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保利艺术中心等中外知
名艺术机构共同加入“全球艺术专家智库”，为上
海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献计献策。

古根海姆博物馆何鸿毅家族基金会策展人
翁笑雨表示，“博物馆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渠道，

让人们表达他们的想法，并产生新的思考。”以古
根海姆即将举行的全新油画展为例，展览举办目

的之一是引导公众重新认识那些非常知名
的画家，并产生一些公共性思考，如：为何目
前大多数展品都来自男性画家。

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中国及东南亚艺
术部主任史蒂芬·利特表示， 博物馆有义务
更好地服务人民， 帮助城市实现新的想法。

如何通过博物馆进行公众教育，是全球各地的公
共博物馆、美术馆都应承担的义务。

洛杉矶人口只有上海的一半，由于有全球闻
名的影视工业中心好莱坞，发达的电影产业使这
座城市成为艺术家、音乐家的乐园。洛杉矶郡艺
术博物馆与上海余耀德美术馆的首次合作，便是
聚焦好莱坞以及好莱坞众多的电影工作室。利特
表示，上海的美术馆对公共文化普及有越来越多
的想法，作为来自美国的“先行者”，洛杉矶郡艺
术博物馆愿意将自己成熟的公众教育模式介绍
给中国同行，乃至尝试一些前所未有的合作。

徐汇区区长方世忠表示，下一步，徐汇将进
一步关注艺术馆在推动城市发展方面的新功能、

运用数字科技方面的新拓展、解决艺术普惠方面
的新作为、创新运营机制方面的新探索、开展文
化对话方面的新使命。“让中国看到世界，也让世
界看到中国。”

《自行车轮》 马塞尔·杜尚
1913年的装置艺术名作。他把一
个车轮安装在厨房高凳上，从而
诞生了《自行车轮》装置作品。贝
尓纳介绍，这一组合的运动对杜
尚而言就像壁炉里火焰的运动
一样迷人，在否定物体本身预设
的功能中创造出新的概念。《自
行车轮》 是第二次来到上海，三
年前它曾作为“蓬皮杜现代艺术
大师展”的展品登陆上海，引发
上海市民热烈反响。(曹赟娴 摄)

《吉他手》 毕加索 1910 年
创作，是一幅典型的立体主义画
作。画中吉他手的身影分解成多
个充满活力的光泽面，并以富有
节奏感的方式重新组合。法国国
立现代美术馆馆长贝尓纳·布利
斯特恩介绍，科技的发展让人类
得以用全新的视角感知空间与
时间，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
义艺术家摒弃传统绘画的透视
法，通过同一个物体周围空间的
多种视角对其加以描绘。（资料）

一个月内举办几十个展览远远
不够，将来会举办更多。艺术无需语
言就可以吸引全球各地的人， 从这
可看出一个国家软实力。

艺术爱好者坦言要“赶场”

“游乐场” 在开幕季期间免费、

无需预约，且开放到 22 时。专门辟
一块空间给儿童， 希望这能成为西
岸美术馆的独特标志。

更国际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荣宅的李青个展“后窗”展览现场。 (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