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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古德曼画廊 

"当代绘画"

玛丽安·古德曼画廊的巴黎分店原本属于纽约，成立于1995年，展示了Chant
al Akerman，Giovanni Anselmo，Marsel Broodthaers和William Kentridge
等艺术家创作的各种当代艺术作品。所有者玛丽安·古德曼（Marian Goodma
n）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销售艺术品。她在展览空间墙壁上的杰作
中清晰地看到了她的细节。

 +33 1 4804 7052  www.mariangoodman.com/  paris@mariangoodman.com  79 Rue Du Temple, 巴黎

 by y.cara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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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eanna J on Unsplash   

Galerie Xippas 

"艺术待售"

Galerie Xippas是当地最大的当代艺术画廊，以业主和经销商希帕斯精心挑
选的精美艺术品而闻名。它藏在巴黎第三区。定期展览在这里举行。光顾的
艺术家包括Valerie Jouve，Vera Lutter，Phjilippe Ramette和Dan
Walsh。

 +33 1 4027 0555  www.xippas.com/  paris@xippas.com  108 rue Vieille du Temple,
巴黎

 by achimh   

画廊Perrotin 

"精品收藏品"

Galerie Perrotin成立于1990年，是一个着名的当代艺术品收藏之地。两层
结构在村上隆，Xavier Veilhan，Bernard Frize和Bharti Kher等着名艺术
家的作品中举办展览和交易。画廊也在香港设有分店。来这里捡起一些罕见
的创作，将装饰和美化你的家庭或办公室。

 +33 1 4216 7979  www.perrotin.com/  info@perrotin.com  76 Rue de Turenne,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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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arlottaSilvestrini   

Opera画廊 

"世界级的画廊"

Gilles Dyan于1994年首次在新加坡建立了歌剧院。开始时，一个人的愿景是
一个充满热情和热诚的艺术爱好者的团队，注重良好的工作。这个画廊在所
有被认为是巴黎，伦敦，香港，迈阿密和纽约的艺术圣地的城市都有它的存
在。位于市中心的巴黎分店是对艺术的两个致敬。这里展出的艺术品种包括
毕加索，达利，夏加尔等国际知名的艺术大师，以及包括雕塑和版画在内的
其他艺术品。如果你想拿起宝贵的艺术品，画廊有专家来指导你根据你的喜
好，艺术倾向和预算。

 +33 1 4296 3900  www.operagallery.com/co
ntact/paris

 paris@operagallery.com  356 rue Saint-Honoré, 巴黎

 by achimh   

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 

"发现我们的时间"

建筑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设计的玻璃和钢结构建筑，可以容纳卡地
亚基金会，准确地反映了这个博物馆的具体概念。这个基金会创建于1984年
，通过宣传他们的作品和展示各种作品，从绘画到录像到雕塑，帮助当代艺
术家。着名时装设计师Issey
Myiake，其作品有时引起争议，是展出的伟大的名字之一。

 +33 1 4218 5650  www.fondationcartier.co
m/en/?locale=en

 info.reservation@fondati
on.cartier.com

 261 Boulevard Raspail,
巴黎

 by sisssou   

巴黎航空公司 

"实验艺术"

对于通常的当代绘画的扭曲，前往巴黎的空气标本属于各种实验类型，在一
个激起了他们的独特的设计和理念兴趣。这里展出的艺术家来自世界各地，
借鉴他们的个人经验，为客户创造多样化的待遇。一些值得注意的名字包括C
arstenHölle，Sarah Morris和Jean-Luc Verna。

 +33 1 4423 0277  www.airdeparis.com/  fan@airdeparis.com  32 rue Louise Weiss, 巴黎

 by 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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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oldcreation   

现代艺术博物馆（Musée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 

"会见毕加索和皮卡比亚"

现代艺术博物馆于1937年首次开放。从那时起，博物馆一直致力于现代艺术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它的免费常设展览共有8000多件作品，其中有毕
加索，布拉克，皮卡比亚，德劳内，克莱因等等。现代艺术博物馆位于东京
宫的左侧，是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也是不容错过的艺术中心！临时展览每
六周进行一次名义入场费。这里还有咖啡厅，书店和各种音乐会。

 +33 1 5367 4000  www.mam.paris.fr/  11 Avenue du Président Wilson,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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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ciej Zgadzaj   

东京宫 

"毕加索＆更多"

这个博物馆也被称为现代艺术博物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它有从20世纪初
的工作无与伦比的选择。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家名单包括Vlaminck，Zadkine
，毕加索和布拉克。看看这个部门，这突出了电力的故事。当代和实验艺术
家的作品也展示在这里。有专门的音乐和摄影师。一旦你完成了参观博物馆
，一定要停在书店。

 +33 1 47 23 54 01  www.palaisdetokyo.com/  info@palaisdetokyo.com  13 avenue du Président
Wilson,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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