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除了达·芬奇，今年还有其他

不少大型艺术回顾展可圈可点。 今年也

是荷兰绘画巨匠伦勃朗逝世350周年，全

世界各个国家的不少艺术机构先后推出

了20多个纪念伦勃朗的艺术回顾展。其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在荷兰阿姆斯特

丹国立博物馆举行的 “所有的伦勃朗”艺

术回顾展。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目前收

藏有22幅伦勃朗不同时期的油画作品，其

中包括伦勃朗最伟大的杰作《夜巡》。该馆

是全世界收藏伦勃朗绘画最多的博物馆。

本次展览悉数展出了该馆收藏的伦勃朗

的所有22幅油画以及伦勃朗的60幅绘画

稿、300幅蚀刻版画，是迄今为止在单一展

览中呈现伦勃朗艺术作品最多最全面的

艺术大展。展览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展示了

伦勃朗的艺术、生活轨迹，将全世界纪念

伦勃朗的艺术展览活动推向了高潮。

全世界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西

班牙普拉多博物馆今年也迎来建馆200

周年。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埃尔米塔什

博物馆馆长米哈伊尔·彼得罗夫斯基认

为，普拉多博物馆、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和

卢浮宫仍维持着全球艺术博物馆“三驾

马车”的地位，是全球博物馆的典范。 普

拉多博物馆是将学术、修复、科学和研究

工作与对公众开放结合起来的整体，也

是世界上最重要和参观游客人数最多的

博物馆之一。 作为200周年馆庆最重要

的活动之一，普拉多博物馆近日推出了

“戈雅作品回顾展”， 展出了馆藏的和向

全世界各个博物馆、私人藏家商借而来

的300余幅戈雅作品，是有史以来规模最

为完整的戈雅作品回顾展。 戈雅是19世

纪西班牙伟大的艺术家，其作品也是普

拉多博物馆最重要的收藏之一。

如果说， “达·芬奇逝世500周年纪

念特展”、 “所有的伦勃朗” 展、 “戈

雅作品展” 属于全景式的超级大型艺术

回顾展， 能够满足各个不同层次的观众

的全方位的观赏需求； 那么， 一些体量

不大， 但是从某个独特的角度切入， 探

讨艺术家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的艺术创

作的学术性艺术回顾展， 现在也越来越

受到受过良好教育、 对美术史有一定了

解、 不仅仅满足于看热闹的艺术爱好者

的青睐。

远的不说，仅今年就有不少相当精

彩的中小型艺术回顾展值得反复回味，

吸引了大量专程而往的观众。

比如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和洛杉矶盖

蒂中心联合年中、年尾在芝加哥、洛杉矶

两地推出的“马奈与现代之美”艺术回顾

展，从马奈晚年的绘画艺术切入，力图以

马奈去世前六七年创作的总计90幅油

画、水彩、带插图的书信，勾勒出一个远

离惊世骇俗的早年中年马奈的观众尚不

十分熟悉的优雅时尚的晚年马奈。 作为

现代绘画之父，马奈曾以离经叛道的《草

地上的午餐》、《奥林比亚》在当时的法国

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展现了马奈以绘画

对历史、社会、现实进行思考和观照的雄

心。 然而，1870年代后期，马奈的健康每

况愈下，他的出行越来越受限制。这位昔

日喜欢光顾各个咖啡馆的“城市绅士”只

好远离他热衷的生活圈子。在病痛前，马

奈没有萎靡不振， 他甚至乐观地把咖啡

馆“搬”到家里，请招待员把茶点送到他

的工作室让朋友们享用。 他特意在工作

室里收集了一些小物件———包括大理石

台面的餐桌、水杯和服饰，营造出巴黎现

代生活的场景。 “马奈与现代之美”回顾

展聚焦于马奈去世前最后一段时光的艺

术， 突出了马奈晚期创作的肖像特别是

女性的肖像、风俗画以及静物画，展出的

作品来自全世界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

其主题一言而概之：时尚、女性、鲜花。

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 “明星” 作品

无疑是马奈的 《春天》。 《春天》 完成于

1881年， 是马奈四季系列中的一幅肖像

画作品， 也是他晚年的代表作。 但遗憾

的是马奈的四季系列仅完成了 《春天》

和 《秋天》 两幅， 他本人1883年便去世

了。 《春天》 是描绘女演员珍妮风采的

肖像， 珍妮被马奈视为春天， 可见她在

马奈心目中的地位。 1865年， 珍妮出生

在一个普通工匠家庭。 在她还是 “无名

小卒” 时， 其姐已进入剧院并一炮而红。

年少的珍妮仿效姐姐， 也到剧院发展，

但并没有太大的起色。 直到1875年之后

的某一天， 珍妮被介绍给了画家马奈。

她的清新、 美丽很快引起了马奈的注意，

马奈在他人生的最后年月里为这位美丽

的女演员画了三幅肖像画， 其中以 《春

天》 最为出名。 画面上的珍妮身着浅色

印花裙， 手撑阳伞头戴女式软帽， 站在

春日的灌木丛前， 散出女性特有的优雅

气息。 《春天》 长期以来一直为私人藏

家所珍藏。 2014年， 洛杉矶盖蒂中心以

6500万美元从纽约佳士得拍得该画。 据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欧洲绘画和雕塑部门

主管和策展人格洛丽亚·格鲁姆女士透

露， 《春天》 从1884年以后便很少公开

露面。 本次 “马奈与现代之美” 展的缘

起与 《春天》 有很大的关联， 策展人从

此画得到策展的灵感。

2019 年和 2020 年是全世界美术馆

博物馆推出大型艺术回顾展的 “大年”。

这是因为世界美术史上若干划时代的巨

匠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博物馆迎来

了重要的纪念时间节点。比如今年有达·

芬奇逝世 500 周年、 伦勃朗逝世 350 周

年，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成立 200 周年；

明年有拉斐尔逝世 500 周年、 美国大都

会博物馆成立 150 周年……

今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兴盛时期

三杰之一的达·芬奇逝世 500 周年 。 虽

然全世界十多个艺术博物馆先后筹划

了多个纪念达·芬奇逝世 500 周年的艺

术展 ， 但是 ， 无论从质量规模 、 学术

水准还是观赏效果 ， 没有一个能够超

过今年 10 月至明年 2 月在法国卢浮宫

举行的 “达·芬奇逝世 500 周年纪念特

展”， 这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作品

最全 、 质量最高的达·芬奇作品回顾

展。 卢浮宫为了此展， 也是煞费苦心，

筹备时间长达 10 年 ， 预算一再超标 。

期间为了向各个国家的艺术机构和私

人藏家商借达·芬奇作品 ， 一波三折 。

各个媒体推波助澜 ， 坊间传言四起 ，

展览尚未开张 ， 已宛若一部精彩纷呈

的电视连续剧 ， 吊足全世界艺术爱好

者的胃口。

法国的卢浮宫为何如此有底气办意

大利的达·芬奇有史以来最权威精彩的

艺术回顾展 ？ 其一 ， 卢浮宫博物馆最

大的筹码是其拥有丰富的达·芬奇藏

品。 目前已知的存世的达·芬奇油画作

品不超过 20 张， 其中少数个别还有真

假争议 。 但是卢浮宫一家就有 5 幅之

多， 而且幅幅都是达·芬奇确真无疑的

代表作 ： 《岩间圣母 》 《费隆妮叶夫

人 》 《施洗者圣约翰 》 《圣母子与圣

安妮 》 ， 当然还包括天下无人不晓的

《蒙娜丽莎 》 ； 还有一批精彩的素描 。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代

表人物 ， 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艺术家

之一 。 当时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极其崇拜达·芬奇 。 1516 年 ， 64 岁的

达·芬奇应弗朗索瓦一世的邀请来到法

国 。 法国国王任命达·芬奇为首席画

家 、 国王的建筑师和工程师 ， 资助他

完成自己的作品， 达·芬奇可以自由地

想象、 思考和创作。国王只要求能够经

常与达·芬奇交流，享受和达·芬奇谈话

的乐趣。 三年后的 1519 年，达·芬奇在

法国小城昂布瓦兹去世 ， 他不仅将他

的肉身和灵魂托付给了法国 ， 也将他

最好的作品留在了卢浮宫 。 其二 ， 卢

浮宫本身有着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各种

艺术收藏品 ， 与国际间各个国家的博

物馆一直有着展品互借交换的传统 ，

因此 ， 这也令卢浮宫需要时可以获得

各国博物馆的支持 。 正如卢浮宫相关

人士所表示的 ， “我们得到很多 ， 也

付出了很多 ”。 但是 ， 达·芬奇的作品

实在太珍贵了 ， 所以想在一个展览上

齐集达·芬奇的作品特别是他的主要代

表作还是困难重重。

而媒体透露， 本次回顾展在卢浮宫

的拿破仑厅展出了和达·芬奇有关的

140 件油画 、素描 、手稿 、雕塑等艺术作

品，盛况空前，展示了达·芬奇是如何将

“绘画”作为一门研究工具进行艺术实践

和科学探索， 反映了他在艺术和科学领

域的杰出贡献。 展览展出了卢浮宫馆藏

的《岩间圣母》《费隆妮叶夫人》《施洗者

圣约翰》和《圣母子与圣安妮》四幅油画。

此外，意大利、英国、俄罗斯的博物馆还

出借了他们珍藏的达·芬奇真迹。同时展

出的还有《最后的晚餐》等作品的临摹作

品。 卢浮宫大名鼎鼎的馆藏《蒙娜丽莎》

并未放在拿破仑厅展出。 卢浮宫方面表

示，因拿破仑厅空间有限，每天可容纳的

参观者不超过 7000 人，而每天观看 《蒙

娜丽莎》的游客人数超过 3 万人，因此卢

浮宫决定将《蒙娜丽莎》保留在原来的展

厅———国家厅。不过，卢浮宫还是想方设

法在拿破仑厅内展出了《蒙娜丽莎》的部

分草稿，让人们从多个角度了解达·芬奇

创作这幅名画时的思路， 同时为长久以

来人们关于这幅油画的种种猜想提供参

考。 此外， 展览引入了现代化的 VR 技

术， 让观众有机会近距离观看展出的传

世名作。

而法国媒体透露， 在世界各国博物

馆的达·芬奇作品珍藏中， 卢浮宫此次向

梵蒂冈博物馆、意大利米兰安波罗修图书

馆、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商借了《圣

杰罗姆》《 音乐家肖像》《柏诺瓦的圣母》

等达·芬奇油画名作。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二世收藏有 600多件与达·芬奇相关的作

品，尽管展品的品种和质量与上述几件重

磅油画作品有差距， 但毕竟也是达·芬奇

真迹，卢浮宫从中挑选了 24幅，特别是伊

丽莎白二世不求回报的慷慨态度令卢浮

宫方面颇为感动。

有法国媒体认为， 不少意大利人最

初对由法国而不是意大利举办这样一个

前所未有的达·芬奇回顾展还是有些

“醋意 ” 的 。 意大利官员曾经表示 ：

“如果将画借给法国， 将使得意大利在

这个重大的文化事件中处于边缘位置。

法国不能全部拥有达·芬奇这些画。 达·

芬奇是意大利的， 他仅仅只是死在法国

而已 。” 而法国方面则认为 ， 四年前 ，

在 2015 米兰世界博览会之际 ， 法国向

米兰举办的达·芬奇大展慷慨出借了

《费隆妮叶夫人 》 和 《施洗者圣约翰 》

这两幅达·芬奇珍贵的油画作品和达·芬

奇一批素描。 这对法国而言已经是一个

很例外的行为了 。 因为卢浮宫有个规

定， 为了尽量不使来博物馆参观的人因

看不到想看的达·芬奇作品而失望， 每

次最多只能出借一张达·芬奇的馆藏油

画。 不过， 两国最后还是达成共识， 捐

弃狭隘的地域偏见， 尽最大努力办好这

一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回顾展 。 除了

《音乐家肖像》， 意大利最终还向卢浮宫

出借了达·芬奇的重要作品 《维特鲁威

人》。 这幅画所描绘的男子被认为是达·

芬奇眼中比例最精准的男性， 因此后人

也常以完美比例来形容它。 《维特鲁威

人》 原作收藏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学院美

术馆。 意大利一家文物组织以 《维特鲁

威人》 原作十分脆弱， 不适合远行并长

时间暴露在灯光之下为由要求法院禁止

将它运送出国 ，10 月 16 日意大利法院

拒绝了这一要求， 这幅名作才得以在回

顾展开展前夕运抵卢浮宫。但《维特鲁威

人》目前计划只在卢浮宫展出大约 8 周。

世上无十全十美之事。 本次回顾展

还是有一些全世界观众十分期盼的达·

芬奇名作因种种缘由未能如愿赴展。 比

如曾经因电影 《盗走达·芬奇》 而名声

远播现收藏于波兰克拉科夫恰尔托雷斯

基博物馆的 《抱银鼠的女子》， 意大利

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的 《受胎告知》

《三博士来朝》， 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

的 《吉内薇拉·班琪》， 《吉内薇拉·班

琪》 也是唯一一幅为欧洲以外艺术机构

所收藏的达·芬奇油画作品。 虽然卢浮

宫方面还希望展出 2017 年曾经在纽约

佳士得拍出 4.5 亿美元天价的 《救世

主》， 但几经努力也未能如愿。

卢浮宫本次 “达·芬奇逝世 500 周

年纪念特展” 在票房上也可以说大获全

胜。 购票开放预约前两天， 卢浮宫官网

就崩溃了。 四个月展期的参观劵大多已

被预定。 该展今年在全世界所受到的关

注度超过了任何一个美术展览。

可以说， 卢浮宫 “达·芬奇逝世 500

周年纪念特展” 汇集了一个成功的大型

艺术回顾展的所有元素和特征， 将成为

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大型艺术回顾展可遇

不可求值得深入研究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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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美术馆博物馆
缘何爱办“回顾展”

本报记者 张立行

最近亮相的上海西岸美术馆推出首展“时
间的形态———蓬皮杜中心典藏展 ”，以 “时间 ”

为主题，用 11 个章节的 100 余件作品 ，呈现
20 世纪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发展历程， 引发
如潮的观众。 就比较宽泛的意义来看，“时间的
形态”展可以视作一个特别的艺术回顾展———

浓缩简要地对现代以及后现代艺术进行了独
特的“回顾”。 可以说，上海西岸美术馆开馆伊
始就能如此火爆，与其凭借法国蓬皮杜中心所
收藏的自 1905 年至今的 10 万余件作品 ，从
容地精心选择以专题回顾展的形式来作为开
馆展是密不可分的。

今年上半年在上海博物馆展结束的 “丹青宝
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走向现代主义：美国
艺术八十载（1865—1945）特展”两个中外艺术
回顾展，同样风靡一时，观众在上海博物馆门口大
排长龙。近日在上海艺仓推出的“光/谱鲍勃·迪伦
艺术大展”和前几年在中华艺术宫举行的“现实的
光芒———中国画现代人物画研究展”、上海余德耀
美术馆推出的“阿尔贝托·贾科梅蒂回顾展”等，都
曾成为申城文化圈津津乐道的话题。

艺术回顾展这一目前在国际美术博物馆
最为“流行” 的展览形式已经越来越频繁地进
入上海观众的视野。

高质量的艺术回顾展会成为一座城市重
要的文化现象

放眼全球， 越来越多的美术馆博物

馆特别是一些重量级美术馆博物馆，或

者是有志于赶超“前辈”的美术馆博物馆

“后起之秀”，无不在“回顾展”上下大功

夫，各显神通。不同类型的回顾展精彩纷

呈，引发了一波又一波观赏热潮。

美术博物馆界所指的艺术回顾展，

最初一般大多是指艺术家个人的回顾

展， 且大多是为已故的已经盖棺论定的

艺术家所办的艺术回顾展。但是，随着回

顾展的发展， 回顾展的类型也在不断丰

富。 现在美术馆博物馆不仅为已故的艺

术家办回顾展， 也为一些依然健在的已

有相当名声的艺术家办回顾展； 可以以

艺术家一生的艺术作为线索， 也可以就

艺术家某个特定时期的作品进行梳理。

回顾展也不仅局限于艺术家个人， 也可

以是某个艺术流派、艺术类型，某种艺术

风格的回顾性展览， 比如这次上海西岸

美术馆推出的为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

发展历程展现的回顾性展览就是典型一

例。 还可以就某个大型艺术机构的发展

历史做特别的回顾展， 如明年是世界著

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馆 150 周年，

大都会博物馆将推出 “大都会的历程：

1870—2020 艺术回顾展”， 以 250 件不

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藏品， 反映大都会

博物馆的历史。

尽管现在艺术回顾展的类型越来越

丰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特别是

对一些口碑甚好、广受欢迎的高品质、重

量级的大型艺术回顾展来说更是如此。

一是这些艺术回顾展大多有一个鲜明而

清晰的主题和线索， 往往请知名权威的

美术史专家担当策展人， 以彰显其学术

性。 二是基本浓缩了一个艺术家或一个

时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因此需要向

全球范围内的相关美术馆、 博物馆以及

私人收藏家商借，所以，对观众乃至研究

人员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观赏良机。

三是筹划时间久，短的数年，长的十年乃

至数十年， 比如目前正在法国卢浮宫热

展的 “达·芬奇逝世 500 周年纪念展”从

筹划到成展， 前后花费了 10 年之久；又

如纽约现代美术馆曾经为“毕加索、勃拉

科的回顾展”费时近 30 年。 四是耗资巨

大， 这样的回顾展动辄数百数千万美元

预算。五是不仅展品精彩难得，而且展陈

考究，有创意，可看性强。 六是展览往往

配以相应的高规格学术研讨活动和面向

普通公众的普及性讲座。 七是社会效应

强烈，往往未展已热，有些展览需要提前

数周甚至数月预约观展时间， 能够获得

理想的票房。八是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

展览本身及其相关的展前展后的所有一

切都为媒体所聚焦。而在互联网时代，社

交媒体平台的介入更是放大了展览的影

响力。九是展览结束，对作为展览对象的

艺术家的历史地位、 学术认识和其作品

意义的阐发往往会有新的提升。 十是这

样高质量的大型艺术回顾展往往会成为

一座城市一段时间内的文化热点， 提升

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这些大型艺术回顾展是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步入“黄金时期”，虽然如今

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 但是依然方兴未

艾， 未见任何退潮的迹象。 著名美术史

家、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曾经在其

专著《美术史十议》中把上世纪 60 年代

中期以来的时期称为 “巨型展览时代”，

“其主要特征一是展览的规模、费用与奢

华程度极大膨胀， 二是观众数量的急剧

增加。 ”“所举办的大型展览不但是重要

的文化现象， 也是对该城市的地位和经

济收益有直接影响。”巫鸿认为，“虽然大

型流行展览在 90 年代以来方兴未艾，但

是高质量的、 具有重要学术质量的展览

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注意。 这种变化一

方面和美术馆本身的研究和策展人员的

专业训练、知识结构的变化有关，另一方

面也和观众不断提高的对美术史的理解

和对展览水平的要求有联系”，“展览项

目越来越重视对艺术品历史原境的呈

现，也越来越重视从社会、文化、政治和

宗教各个方面对艺术品进行阐释。 ”

而对于一些大型的艺术回顾展来

说， 其推出的契机往往会选择一个具有

重要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

荨爱德华·马奈晚年作品 《水晶

花瓶中的花 》（芝加哥艺术博物

馆“马奈与现代之美 ”艺术回顾

展中展出）

▲康定斯基作品（上海西岸美术

馆“时间的形态———蓬皮杜中心

典藏展”中展出） 一些体量不大、 从某个独特的角度切入
的学术性回顾展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

“达·芬奇逝世 500 周年纪念特展” 宛若
跌宕起伏的电视连续剧

▲古斯塔夫·克里

姆特《吻》（日本东

京都美术馆“克里

姆 特 ：1900 年 代

的维也纳和日本”

艺术展中展出）

荩爱德华·马奈晚

年作品 《春天 》，

（芝加哥艺术博物

馆“马奈与现代之

美”艺术回顾展中

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