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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顶场所科隆纳 

"就像凡尔赛"

这个画廊隶属于科隆纳宫，由六间客房组成，装饰着丰富的天花板壁画和一
系列美丽的画作，如Annibale Carracci's il Mangiafagioli。还有两个写
字台，这是非常棒的艺术作品，值得一看。第一张桌子用半宝石装饰，上面
饰有青铜小雕像，第二张装饰着镶嵌的象牙。不幸的是，这个精彩的画廊每
周只开放一次，但为了看到这些独特的作品，绝对值得一游。

 +39 06 678 4350  www.galleriacolonna.it/
galleria-colonna/

 info@galleriacolonna.it  Piazza dei Santi Apostoli
66, Palazzo Colonna, 罗马

 by GiacomoReturned   

多利亚Pamphilj画廊 

"艺术与细化"

Palazzo Doria Pamphilj建于17世纪，曾经是罗马皇室的所在地。它现在是
这个城市最负盛名的艺术收藏品之一。这个收藏品展出了文艺复兴时期最具
代表性的艺术品。在这里发现的最着名的杰作是 - 提香的施洗约翰（1515）
，拉斐尔的Saletta德尔Cinquecento和由玛拉Magdalene由卡拉奇，仅举几例
。这里展出的其他艺术家还有卡拉瓦乔（Caravaggio），Guercino，Duquesn
oy等等。

 +39 06 679 7323  www.doriapamphilj.it/roma/  Via del Corso 305, Palazzo Doria
Pamphilj, 罗马

 by Geobia   

Scuderie del Quirinale 

"Gallerie卓越"

Scuderie del Quirinale是罗马市中心壮观的建筑。场地是任何时候展览和
活动的蜂巢。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广阔的空间适合举办大型展览和活动。
展览通常以精美或当代艺术为基础，迎合小众观众。该建筑还设有一个艺术
爱好者的书店和一个餐厅，您可以在参加展览后一口咬下一口热气腾腾的咖
啡。在所有的经验值得珍惜和记忆。

 +39 06 3996 7500  www.scuderiequirinale.i
t/

 info.sdg@palaexpo.it  Via XXIV Maggio 16, 罗马

 by Emanuele   

Palazzo delle Esposizioni 

"发现新事物"

Palazzo delle Esposizioni及其雕像和由Piacentini设计的科林斯式柱子，
每三个月进行一次临时的绘画，雕塑和图像展览。在Palazzo delle Esposiz
ioni也有一家小型电影院，展示外语电影和偶尔的戏剧表演。此外，还有一
个储藏丰富的书店，一个设计店，一个酒吧和露台上的餐厅。该综合体旁边
是视觉艺术研究和文献中心，这是一个包含当代意大利和国际艺术数据的档
案。

 +39 06 3996 7500  www.palazzoesposizioni.
it

 info.pde@palaexpo.it  Via Nazionale 194,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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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Hans   

高古轩画廊 

"展览和探索"

位于蒙蒂附近，高古轩画廊绝对是在罗马必须参观画廊之一。这个画廊的豪
华气氛促进了典型的罗马特色和其性质。在这个画廊全部成功之后，导演/老
板Larry Gagosian于2007年在罗马设立了这个空间，展出新鲜出道的人才以
及着名艺术家的作品。一些在这里展示他们的艺术的艺术家是Cy
Twombly，Alberto Giacometti和Francis Bacon等等。要了解更多关于活动
时间表和其他信息，请查看网站或提前致电。

 +39 06 4208 6498  gagosian.com/locations/
rome/

 roma@gagosian.com  Via Francesco Crispi 16,
罗马

 by Jean-Pierre Dalbéra
from Paris, France   

古代艺术国家美术馆（国家艺术中心

） 

"三位伟大的巴洛克建筑师"

古代艺术国家美术馆（国家艺术宫安蒂卡）的房子由卡拉瓦乔，拉斐尔，丁
托列托和霍尔拜因，等等。这些画作属于巴贝里尼家族的大量藏品，其中大
部分都散布在世界各地。巴洛克建筑师Maderno，Bernini和Borromini设计了
宫殿。两个宏伟的楼梯通向主楼，大楼由Bernini设计，较小的椭圆形建筑由
Borromini设计。在一楼，主厅的大天花板被Piertro da
Cortona的壁画覆盖，描绘了Pope Urban VIII的胜利。您会注意到贝尔尼尼
家族的象征，一只蜜蜂，几乎在建筑物的任何地方都被绘或雕刻。

 +39 06 3 2810  www.barberinicorsini.org/en/  Via delle Quattro Fontane 13, 罗马

 by AlexanderVanLoon   

国家工艺美术馆安蒂卡di Palazzo
Corsini 

"历史舞台"

国家艺术宫安蒂卡迪宫科西尼是罗马历史的一部分。布拉曼特和米开朗基罗
都住在这里，1689年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在一座宫殿的公寓里死了。1736
年，宫殿完全变成了科西尼枢机主教的住所。展出Rubens，Van
Dyck和Murillo的作品以及Caravaggio的水仙。其他艺术家包括Guercino和Fr
a Angelico。宫殿也是15世纪开始的文化培训中心Accademia dei Lincei的
所在地。伽利略伽利略是其中的一员。这座宫殿是1797年教皇主义者和共和
派之间发生冲突的背景，法国总理杜潘特去世。

 +39 06 6880 2323  www.barberinicorsini.org/  Via della Lungara 10, 罗马

 by Hans   

Istituto Svizzero di Roma 

"瑞士曲折！"

Istituto Svizzero di Roma位于蒙蒂附近，促进了瑞士和意大利之间的艺术
和文化影响。这个机构于1947年成立，由瑞士联邦创立。 Villa
Maraini是总部所在地，负责管理运营。 1948年开始运作的图书馆包括展示
关于瑞士土地文化的伟大历史和现代知识的书籍。作为大量的展览，研讨会
和讲座的场地，这是一个必须参观！有关活动日程和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或提前致电。

 +39 06 42 0421  www.istitutosvizzero.it
/

 roma@istitutosvizzero.it  Via Ludovisi 48,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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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Hans   

圆顶场所瓦伦蒂娜蒙卡达 

"全球关系"

任何形式，任何地方的艺术都是永恒的，永远留下来的。它超越边界和铁丝
网，不知道由人造成的分区。瓦伦蒂娜·蒙卡达（Valentina Moncada）在她
的画廊里尽其所能积累和展示了艺术的所有荣耀。除了鲜明的艺术和生动的
色彩，你还可以找到这里的各种细微差别和艺术形式的书籍。现代和富有想
象力的笔触和设计一定会打动你。 Tony Cragg，Anne Marie Jugnet，Karen
Kilimnik，Anish Kapoor，Brad Lochore和Robert Yarber是在这里展示了他
们的实验设计的一些名字。去瓦伦蒂娜Moncada旅行，并查看X的作品。

 +39 06 320 7956  www.valentinamoncada.co
m/home.html

 infogalleria@valentinamo
ncada.com

 Via Margutta 54, 罗马

 by Nicolas Esposito   

美第奇别墅 

"最伟大的学校"

在十六世纪，美第奇别墅建立在平切奥山丘上，当费迪南德·德·美第奇主
教从利玛窦蒙特普齐亚诺家族获得时，被命名为“美第奇”。别墅外墙装饰
着罗马雕像和浅浮雕，犹如创造了一个露天博物馆，当时风格非常时尚。这
是有可能的，因为在建造大型住宅的过程中，考古遗迹在基础挖掘中不可避
免地发现，因此这些发现比系统挖掘更有机会发现。这座别墅是法兰西学院
的所在地，是为了让年轻的法国画家在罗马学习而设立的。目前园林已关闭
进行修复，但艺术展览会组织，通常在一个叫rimessone的内部，那里曾经停
放过马车，现在在这里进行音乐会。法兰西学院的杰出学生包括弗拉戈纳德
·柏辽兹（Fragonard Berlioz）和德彪西（Debussy），后者在学院将其活
动扩展到音乐和绘画之后在这里学习。

 +39 06 6 7611  www.villamedici.it/  standard@villamedici.it  Viale Trinità dei Monti 1,
罗马

 by régine debatty   

洛可可奥尼尔罗马广场 

"欣赏艺术"

一个真正的当代艺术鉴赏家将欣赏这个地方。其他人可能会远离，因为线条
，颜色和想法可能会变得相当复杂。在这里定期展出本地既定艺术家和即将
到来的艺术家的绘画，雕塑，甚至木雕。专题放映迎合了那些喜欢创作者的
作品。现代艺术评论家，头在这里。传统主义者会对城市本身留下更好的印
象。

 +39 06 6889 2980  www.lorcanoneill.com/  mail@lorcanoneill.com  Via degli Orti d'Alibert
1E, 罗马

 by Atlantios   

在罗马的美国学院 

"学院展览和学习！"

罗马美国学院为所有新兴和着名的艺术家，画家，建筑师和雕塑家提供支持
。这主要是为所有美国艺术家提供一个平台，在整个欧洲展示和展示他们的
作品。奥斯卡金像奖颁发给罗马奖的一些学者在邀请罗马申请特殊作品时，
在一个最能激发他们技能的地方培养他们的艺术才能。他们还提供历史展览
，公开演讲和音乐会的空间。提前打电话或查看他们的网站的事件日程安排
和更多信息。

 +39 06 5 8461  www.aarome.org/  info@aarome.org  Via Angelo Masina 5,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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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ndrea Puggioni   

博尔盖塞博物馆 

"梦见柏连娜"

在这座建筑物里的收藏品是在1613年特别为Bernini的特别资助者Cardinal
Scipione Borghese而收藏的。事实上，这位伟大的雕刻家也在这里展示了他
的几件雕刻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阿波罗和达芙妮。每当人们想起博尔盖塞
博物馆的时候，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Canova的Pauline Borghese。在这
个雕像当中，她摆出爱神维纳斯的姿势，只穿着一件到中腹部的布帘。在这
家博物馆中，其中最主要的六件Caravaggio作品包括水果篮中的小男孩
和Madonna della Serpe。这里也有提香的作品神圣和世俗的爱和拉斐尔的基
督被解下十字架。博物馆每天只能接待300名游客，所以请提前预定。

 +39 06 841 3979  galleriaborghese.benicu
lturali.it/

 info@ticketeria.it  Piazzale del Museo
Borghese 5, 罗马

 by _Pek_   

现代艺术国家现代艺术馆（Galleria
Nazionale d'Arte Moderna） 

"当代艺术的中流砥柱"

这座新古典主义建筑收藏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作品。 19世纪的作品主要是那
些Macchiaioli（佛罗伦萨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类似于puntinismo（点画
派）的运动，这种风格基于使用颜色斑点创作的作品，其作品只能从一定距
离区分开来。在这里代表的二十世纪的艺术家包括De Chirico，Carrà，Siro
ni，Casorati和Marini。该博物馆经常组织临时展览，并拥有自己的餐厅Caf
fèdelle Arti。

 +39 06 32 2981  www.gnam.beniculturali.
it/

 gan-amc@beniculturali.it  Viale delle Belle Arti
131, 罗马

 by slpress1100   

在罗马的英国学校 

"历史重要性"

罗马的英国学校是Centro Storico附近最受追捧的学院之一。这个地方给所
有的研究人员和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平台，展示他们的工作，启发人们关于意
大利的历史和考古学。他们的知识是通过展览，研讨会，讲座和艺术推广的
。您也可以访问保存有历史重要性的许多事实和照片的图书馆。有关更多信
息和活动日程安排，请查看网站或提前致电。

 +39 06 326 4939  www.bsr.ac.uk/  Via Gramsci 61, 罗马

 by gosiak1980   

10b摄影 

"摄影在罗马"

自2007年以来，10b摄影是罗马最受追捧的摄影中心之一。该空间由数字影像
专家Francesco Zizola和Claudio Palmisano创建，还设有影像实验室，画廊
，多媒体工作室和美术室。他们还举办了一些设计和新闻摄影展览，展示艺
术家的才华。为了见证一些辉煌的工作，这个地方是一个必须访问！查看网
站上的活动时间表和其他信息。

 +39 06 9784 8038  www.10bphotography.com/  lab@10bphotography.com  Via San Lorenzo da
Brindisi 10b,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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