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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坦画廊 

"艺术大师"

温斯坦画廊可能会吸引你的眼睛，当你走过去。你可能会问：“是夏加尔，
米罗，达利还是毕加索？”并惊奇地发现，他们都在这里代表 - 画廊积极充
满他们的作品。许多画是从他们的业主托运，而其他人是由画廊拥有。工作
人员不仅友善，而且愿意分享他们对这些令人兴奋的艺术作品的深入了解。
检查网站的进一步细节。

 +1 415 362 8151  www.weinstein.com/  383 Geary Street, 旧金山 CA

马克沃尔夫当代艺术 

"现代与实验"

Mark Wolfe当代艺术馆位于49 Geary大楼，原名Urbis Artium Gallery。旧
的1912年建筑曾经是西部联盟的总部。画廊展示了来自知名和新兴艺术家的
广泛的国内和国际艺术。他们培养新的艺术家，并在旧金山及周边地区以及
国际上寻找人才。他们有不同的艺术家，从绘画到录像艺术，从事不同的媒
体工作。

 +1 415 369 9404  www.wolfecontemporary.c
om/

 contact@wolfecontemporar
y.com

 49 Geary Street, Suite
202, 旧金山 CA

 by fabola   

三藩市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 

"从毕加索到马修·巴尼"

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了超过15,000件作品，其中包括4700幅绘画、雕
塑、纸质作品和9,000张摄影作品。博物馆始建于1995年，展览出亨利·马蒂
斯、理查德·迪本科恩、多萝西娅·兰格、保罗·克莱、辛迪·谢尔曼、马
修·巴尼和许多现代艺术家的作品。新址是一栋由瑞士名建筑师马里奥·博
塔（Mario Botta）所设计的现代化建筑，其标新立异的外形是一个标志性现
代建筑的经典。扩建工程于2016年竣工，SFMOMA现在拥有七层的艺术展览的
场地和令人惊艳的特点，包括公共客厅墙、雕塑花园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叶巴
贝那公园。

 +1 415 357 4000  www.sfmoma.org  visit@sfmoma.org  151 Third Street, 旧金山
CA

 by magerleagues   

111明娜画廊 

"美术馆和夜总会"

111明娜是一个艺术画廊，其中的娱乐和人群就像挂在墙上的任何东西一样。
在这里你会发现现场音乐，舞蹈，表演艺术和电影之间的选择在一个特定的
夜晚在这个折衷主义的建立。亲密的小桌子非常适合讨论艺术品和那些来看
它的人。封面费用因夜间而异。

 +1 415 974 1719  www.111minnagallery.com/  111 Minna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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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eria de la Raza 

"艺术无处可去"

加莱里亚·拉·拉扎（Galeria de la Raza）深入使命的核心，值得一去。
墙壁上排列着多位艺术家的作品。看到不同媒体的本地人才在这个家乡，但
复杂的画廊展示他们的工作。工作上没有价格，但这不会阻止那些欣赏独特
产品的人。查看墨西哥奇卡诺/拉丁美洲人的绘画，并在纸上作品，关于监狱
艺术的纪录片，或在附近的拉丁美洲人的美丽的黑白照片。画廊也提供租赁
空间。访问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1 415 826 8009  www.galeriadelaraza.org
/

 info@galeriadelaraza.org  2857 24th Street, 旧金山
CA

 by FoxyOrange   

旧金山艺术学院 

"传统与创新"

旧金山艺术学院成立于1871年，是美国开创性艺术学校之一。其画廊的设
计看起来像一个改建的修道院，还有一个美丽的庭院。四十年后，屋顶甲板
被添加，从那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城市，包括科伊特塔和双子峰。迭戈·里维
拉画廊（Diego Rivera Gallery）包含了一幅由该名男子亲自绘制的壁画和
一大堆学生的作品。沃尔特·麦克安画廊（Walter McBean
Gallery）拥有众多当代艺术家的当代创作。

 +1 415 771 7020  www.sfai.edu/  exhibitions@artists.sfai
.edu

 800 Chestnut Street,
旧金山 CA

Cartoon Art Museum 

"Cartoon Around"

The Cartoon Art Museum is the only museum of its kind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dedica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cartoons and
comic art. It holds a collection of over 6000 pieces of art
including animation cells and comic books and strips. Founded in
1984, the museum established a permanent home with support from
Peanuts creator, Charles Schulz. The museum hosts exhibits,
classes, and lectures for children and adults, and is home to a
library and bookstore. Works by Bud Fisher Mutt and Jef, George
Herriman Krazy Kat, and Schulz has highlighted the museum’s
permanent collection.

 +1 415 227 8666  www.cartoonart.org/  gallery@cartoonart.org  781 Beach Street, 旧金山
CA

梅森堡艺术家画廊 

"北加州艺术家的空间"

这个通风的空间于1978年由Marian Parmenter和Sally Lilienthal创立，目
前代表1300多名加利福尼亚北部艺术家的作品。它为艺术家提供了公共空间
来展示他们的作品，同时为艺术收藏家和广大社区提供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创
作机会。有独奏，小组和主题的展览，有时甚至是一个回顾展，展示了一个
成熟的艺术家的生活工作。你会在这里找到一个广泛的流派，让你享受从经
典静物到前卫作品的任何东西。

 +1 415 441 4777  www.sfmoma.org/artists-
gallery/

 artistsgallery@sfmoma.or
g

 2 Marina Boulevard, Fort
Mason Center - Building A,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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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WolfmanSF   

帝扬博物馆 

"文化目的地"

自从1985年开始，这里就被作为一个主要文化景点，帝扬博物馆在2005年十
月重新开张，并成为由瑞士建筑公司Herzog & de
Meuron和三藩市建筑公司Fong & Chan Architects合作建设的建筑的一部分
。这座建筑十分宏伟，从了望台上还可以看到公园的美景，开阳、通风且宽
敞。穿孔和压花的铜质外墙与博物馆周边青葱的环境十分搭配。博物馆收藏
了世界著名的美国绘画与雕塑系列，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作品都有。原
始艺术部分特别值得一看，展出了美洲本土艺术品（从远古的特奥蒂瓦坎城
），非洲艺术（雕像与陶器）和海洋艺术（盾牌、舞裙和面具）。每个月的
第一个周二入场免费。

 +1 415 750 3600  deyoung.famsf.org/  contact@famsf.org  50 Hagiwara Tea Garden
Drive,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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