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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巴勃罗的灵魂"

生于西班牙的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年）从佛朗哥政权逃离后
，在法国定居。尽管他很少回到自己的祖国，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反映了他的
安达卢西亚的起源。在画家的死亡，他的后代把他的许多作品交给法国国家
去缴纳死刑。这部分得益于这些作品，这个博物馆建于HôtelSalé，最初由建
筑师Jean Boullier于1656年为专门从事盐税的收藏家Aubert Fontenay设计
。在博物馆内，游客追随大师风格的变化，欣赏他的蓝色，粉红色和立体主
义时期的创作。

 +33 1 85 56 00 36  www.museepicassoparis.fr/  5 rue de Thorigny, Hôtel Salé,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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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 

"蒙娜丽莎之家"

卢浮宫博物馆以收藏丰富的古典绘画和雕刻而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收藏最多
的艺术品和古董博物馆之一。
博物馆位于卢浮宫内，卢浮宫是菲利普二世在12世纪建造的城垒。 路易十四
之后，他决定将他的宫廷迁至凡尔赛宫，内部陈设和装潢富于艺术魅力。
1793年，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公共博物馆。 卢浮宫博物馆分为
若干部分，包括手稿、绘画和雕塑，收藏了来自埃及、罗马、希腊和其他几
种艺术文化的古董。
参观博物馆的游客可以探索博物馆的艺术品，并观看一些最著名的作品，如
《蒙娜丽莎》油画 , 《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 还有《自由引导人民》油画
.

 +33 1 40 20 50 50  www.louvre.fr/en  info@louvre.fr  Rue de Rivoli, Place du
Carrousel,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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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Eugène-Delacroix博物馆 

"来自主人的技巧"

这座博物馆是1952年在一个公寓的一部分创建的，这个公寓属于从1857年直
到他去世的画家。德拉克罗瓦定居在圣日耳曼德佩区的心脏地带，更靠近圣
苏尔佩斯教堂，在那里他画着名的壁画。尽管奥赛博物馆和卢浮宫展出了他
最着名的绘画作品，但这个博物馆仍然展示了一些有趣的作品。除了艺术家
的个人纪念品和家具，还有一些水彩画，版画，素描，自画像，研究以及他
的贸易工具。不要错过像哈姆雷特和他的马德琳那样的主人公的自画像，他
描绘了玛丽·马格勒娜（Mary Madgalene），他是基督在狂喜中治愈了住在
她身边的恶灵。临时展览定期举行。

 +33 1 4441 8650  www.musee-delacroix.fr/fr/  6 rue Furstemberg,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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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博物馆 

"临时展览"

位于卢森堡宫的东翼，这是巴黎最好的博物馆之一。卢森堡博物馆最初有一
个19世纪的雕塑和绘画永久收藏。然而，今天，画廊只举办临时展览。请提
前通报文化部和参议院决定的各种方案。博物馆还为大型团体提供折扣。

 +33 1 4013 6200  www.museeduluxembourg.fr/  19 rue de Vaugirard, Palais du
Luxembourg,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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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赛博物馆 

"艺术爱好者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

每年有近百万游客前来参观奥赛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法国艺术品。这座建筑本
身被称为奥赛赛马会，于1900年建成火车站；底层的走廊全长138米（453英
尺），高32米（105英尺），是对这座建筑历史的回忆。画廊有许多杰作的作
品，包括居斯塔夫·库尔的丑角和让·弗朗索瓦·米勒的小巷等。印象派的
爱好者应该直接前往五楼，在那里可以找到这一流派最伟大的大师作品。

 +33 1 40 49 48 14  www.musee-orsay.fr  1 Rue de la Légion d'Honneur,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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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éede l'Orangerie 

"与伟人同行"

前往橘园博物馆所在的杜乐丽花园。这个博物馆里藏有塞尚，马蒂斯，毕加
索，亨利·卢梭等着名艺术家的作品。博物馆内的所有作品都是由两位艺术
狂热分子让·瓦尔特（Jean Walter）和保罗·纪尧姆（Paul Guillaume）交
出来的，他们确保所有这些作品都一起展出，让公众能够欣赏到他们的荣耀
。在地下室有一个惊喜，椭圆形的房间，其中一些莫奈的水百合永久展出的
画。等待着你的另一个惊喜是La Galerie Nationale du Jeu de
Paume，这是Orangerie的双塔。

 +33 1 4477 8007  www.musee-orangerie.fr/  information.orangerie@mu
see-orangerie.fr

 Quai des Tuileries, Jardin
des Tuileries,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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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皇宫 - 巴黎美术博物馆 

"历史艺术"

1900年建成的世界博览会，小皇宫是一个传奇的历史博物馆。这座位于巴黎
市中心的建筑群拥有巴黎的Muséede Beaux-Arts de la Ville de Paris，并
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品。这个博物馆还设有郁郁葱葱的花园和咖啡厅，供
客人需要补充和加油。

 +33 1 5343 4000  www.petitpalais.paris.fr/  Avenue Winston Churchill, 巴黎

 by sanchezn   

大皇宫 

"勘探继续"

成立于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大皇宫在其边界内保存着一个伟大的历史财宝
。多年来，美丽的建筑吸引了许多游客，为什么不呢，建筑是惊人的。玻璃
天花板和墙壁可以让自然光线充分浸入其中。您可以在这里探索Nef du
Grand Palais，Palais de ladécouverte和Galeries nationales du Grand
Palais。

 +33 1 4013 4800  www.grandpalais.fr/en  3 Avenue du Général-Eisenhower,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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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 

"去一次，去两次"

这个世界着名的拍卖行现在在巴黎有一个分店。家具，银器，陶瓷，古代艺
术品在这里拍卖，买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300多年的经验，佳士得已经把拍
卖变成了一门复杂的艺术。他们的拍卖仍然继续创造历史，罕见和美丽的杰
作永远被卖出。参观拍卖会，如果你的口袋允许的话，拿起一个珍惜的珍惜
永远珍惜。检查网站的更多细节和拍卖日期。

 +33 1 4076 8585  www.christies.com/locat
ions/salerooms/paris/

 info@christies.com  9 Avenue Matignon,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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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aceDalí 

"达利的未知杰作"

这个地下博物馆，由黑色的墙壁和戏剧性的照明环绕，提供了相对鲜为人知
的萨尔瓦多·达利后期工作雕塑和雕刻。 EspaceDalí是法国唯一一个展示超
现实主义作品的常设展览。来这里发现惊人的青铜器，说明西方文学的一些
主要杰作，如唐吉诃德，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圣经。在漫步雕塑的同时体验艺
术家的世界。不要错过Soft Watches或Melting
Snails，它们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反映出艺术家对奇幻怪诞的迷恋
。

 +33 1 4264 4010  www.daliparis.com/  info@daliparis.com  11 rue Poulbot,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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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马特 - 安德烈博物馆 

"发现19世纪"

艺术家NélieJacquemart在与EdouardAndré结婚之后放弃了自己的画笔。然而
，她对艺术的热情却不断开花，她同样热心的丈夫在1869年委托建造这座典
雅的房子。他们在欧洲旅行期间，收集了文物，绘画和当代珍品。雅克马特
去世后，将全部藏品交给法兰西研究所，后者在前居住地开设了一座博物馆
。大部分的作品都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但也有17世纪和18世
纪的佛兰德学派和法国学派的例子。值得参观壁画，精致的家具和挂毯。展
出的还有伦勃朗，多纳泰罗，弗拉戈纳等着名艺术家的作品。

 +33 1 4562 1159  www.musee-jacquemart-
andre.com/

 message@musee-jacquemart-
andre.com

 158 Boulevard Haussmann,
巴黎

 by PIERRE ANDRE LECLERCQ 

马蒙丹-莫奈美术馆 

"艺术宝藏"

这家大型博物馆收藏了很多不同时代的著名艺术家作品。游客可以找到文艺
复兴早期、法国第一帝国和世界最大的莫奈收藏，还有多达300件印象派和后
印象派的作品。这家博物馆最早是于勒马蒙丹在1882年买下一件猎人小屋，
而他的儿子保罗则将屋子改为博物馆，来展出他自己的个人收藏。这里的礼
品店销售各种精美纪念品。

 +33 1 4496 5033  www.marmottan.fr/  reservation@marmottan.co
m

 2 rue Louis-Boilly,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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