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德美术馆对话

项⽬介绍

中德美术馆对话旨在围绕当代艺术、设计和跨⽂化联合策展等重点话题，打造⼀个探讨实

际合作问题的交流平台。

该项⽬⾯向有意合作开发项⽬的⻘年及成熟策展⼈和博物馆负责⼈。受疫情影响，共有12
家德国博物馆和12家中国博物馆参加的第⼀次聚会将于2021年5⽉26–28⽇在线举⾏。 

中德两国的博物馆⼯作有着不同的框架条件，也有各⾃的传统沿⾰和接受历史。在⼀场不

对预期成果作任何限制的对谈中，参与机构将相互了解各⾃的⼯作实践，并就社会和美学

问题展开讨论。该项⽬强调放眼未来，希望在实质性交流的基础上，为专业会议、⼈员交

流、共同办展等各类合作项⽬打下基础。

2022冬季 ⼯作坊：“多元化”

2022年夏 公开招募

速配：2022年之春 策展⼈交流会

2021秋季 系列⼯作坊

2021秋季 公开招募

2021年5⽉26⽇⾄28⽇启动活动

德⽅参与机构

中⽅参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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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介绍!

2022冬季 ⼯作坊：“多元化”!

2022年夏 公开招募!

速配：2022年之春 策展⼈交流会!

2021秋季 系列⼯作坊!

2021秋季 公开招募!

2021年5⽉26⽇⾄28⽇启动活动!

德⽅参与机构!

中⽅参与机构!

联系⼈

解开缙  由甲

歌德学院联络合作部负责⼈  “中德美术馆对话”项⽬负责⼈

 " kaijin.xie@goethe.de " stefanie.thiedig@goethe.de

聚焦：中德策展⼈对话关于⼥性主义和多元化

“中德美术馆对话”于2022年春季⾸次在中德两国策展⼈之间开展了直接⾯对⾯的“闪约速配”交流，其中

本次活动的参与者乌塔·鲁坎普（Uta Ruhkamp）介绍了她和安德⾥亚斯·⻉廷（Andreas Beitin）、凯

瑟琳娜·科赫（Katharina Koch）联合策划的“赋权”展览项⽬。该展览于2022年9⽉10⽇⾄2023年1⽉8
⽇在沃尔夫斯堡艺术博物馆呈现。以此为契机歌德学院在2022年12⽉和沃尔夫斯堡艺术博物馆⼀起共

同致⼒于“赋权”这⼀主题，开展了我们称之为中德多元化的⼯作坊活动。

虽然受到与疫情相关的重重阻碍，⼯作坊活动最终还是得以延期举办。令⼈遗憾的是本次活动没能按

照实现原计划在北京和沃尔夫斯堡异地同时线下的形式，但⾄少在沃尔夫斯堡的德⽅策展⼈们可以相

聚⼀堂和中国的同仁们⼀起在线上进⾏讨论分享。特邀嘉宾玛莎·⻨斯基蒙（Marsha Meskimmon）和

叶滢分别围绕这个主题为⼤家做了发⾔报告，“赋权”展览的策展⼈之⼀凯瑟琳娜·科赫（Katharina
Koch）为参会者做了展览的线上导览。

活动参与者

 

Zoom线上参与者，从左⾄右，从上⾄下：向在荣、由甲（项⽬负责⼈）、Damian Lentini、李佳、于

渺、Daniela von Damaros、欧彬（歌德学院中国院⻓）、滕宇宁、Carola Uehlken、Alina Grehl、缪

⼦衿、Hendrik Bündge、⻩⽂珑、秋韵、栾志超、阮琨、Anja Heitzer、Ricarda Brosch、王⽂喆、彭

雪莹、易玥、Katharina Koch、张艺林（歌德学院中国）、刘⼦瑗、肖剑、翻译者、沃尔夫斯堡艺术博

物馆、翻译者、解开缙（项⽬负责⼈）

© 由甲

© 由甲

在沃尔夫斯堡的线下参与者，从左⾄右：Daniela von Damaros、Anja Westermann（沃尔夫斯堡艺术

博物馆）、Ricarda Brosch、Anja Heitzer、Alina Grehl、Hendrik Bündge、滕宇宁、Carola Uehlken

© 由甲

© 由甲

报告

报告：21世纪⼥性主义概述

玛莎·⻨斯基蒙

00:00 14:40

报告：《艺术新闻/中⽂版》2022“⼥性艺术展览在中国”调查分析

叶滢

00:00 21:24

嘉宾与主持⼈

玛莎·⻨斯基蒙

© 照⽚：私⼈

© 照⽚：私⼈

叶滢

© 叶滢

© 叶滢

于渺

© 于渺

© 于渺

参考⽂献

项⽬资助

中德美术馆对话：公开招募#

聚焦：中德策展⼈对话

在2021年举办的“中德美术馆对话”项⽬的开启活动中，各⼤艺术机构的负责⼈应邀介绍了其所在机构

的情况。在2022年，我们希望更多关注策展⼈，并在春季就此举办了⼀次讨论会。⾄少在德国，新冠

疫情催⽣了⼀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流模式，在此期间，身处柏林的策展⼈和他们远在中国的同⾏得

以在线上相会，并参与“速配”活动。

活跃在中德⽂化艺术交流领域的演讲者丰富了本次讨论会的内容，他们分享了具体的项⽬案例，并直

接参与交流。此次相聚也旨在寻找机构间合作开展项⽬的可能性，这类联合项⽬将有可能在“中德美术

馆对话”的框架内得到资助⽀持。

活动参与者

（按姓⽒⾸字⺟顺序排列）

亨德⾥克·邦德格

© 朱迪特·弗鲁兹纳·杰⻄

© 朱迪特·弗鲁兹纳·杰⻄

丹妮拉·冯·达⻢罗斯

© 丹妮拉·冯·达⻢罗斯，摄影：雷内·维丝斯

© 丹妮拉·冯·达⻢罗斯，摄影：雷内·维丝斯

雅思敏·凯斯肯特普

© 照⽚：私⼈

© 照⽚：私⼈

达⽶安·兰蒂尼

© 慕尼⿊艺术之家

© 慕尼⿊艺术之家

李杰

© 李杰，摄影：张爱琳

© 李杰，摄影：张爱琳

刘⼦瑗

© 刘⼦瑗

© 刘⼦瑗

⻰星如

© ⻰星如

© ⻰星如

缪⼦衿

© 缪⼦衿

© 缪⼦衿

凯瑟琳·莱因哈特

© 劳拉·菲奥⾥奥

© 劳拉·菲奥⾥奥

⻢吉特·罗森

© 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摄影：菲利克斯· 格林施洛斯

© 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摄影：菲利克斯· 格林施洛斯

阮琨

© 阮琨

© 阮琨

乌塔·鲁坎普

© 沃尔夫斯堡艺术博物馆

© 沃尔夫斯堡艺术博物馆

维维安·斯塔普曼斯

© 照⽚：私⼈

© 照⽚：私⼈

卡罗拉·乌尔肯

© 彼得·罗森曼

© 彼得·罗森曼

王洋

© 照⽚：私⼈

© 照⽚：私⼈

肖宝珍

© 私⼈

© 私⼈

于渺

© 于渺

© 于渺

赵蓉

© 设计互联

© 设计互联

演讲⼈

何波娜

© 私⼈

© 私⼈

⽶歇尔·康·阿克曼

© 私⼈

© 私⼈

由宓

© 照⽚：私⼈

© 照⽚：私⼈

⼯作坊系列“收藏、数字化和⽂化认同”

中德美术馆对话旨在围绕当代艺术、设计和跨⽂化联合策展等重点话题，打造⼀个探讨实际合作问题

的交流平台。该项⽬⾯向有意双边合作共同开展联合发起⽂化项⽬的⻘年策展⼈和博物馆等机构负责

⼈。截⽌⽬前该项⽬已于2021年5⽉举办⾸轮项⽬启动活动，并于今年9⽉发布了资助合作提案的征集

公告。

项⽬资助

 

中德美术馆对话：公开招募#

德累斯顿⼯艺美术博物馆与中国美
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

“简朴⽽优质：赫勒劳德意志⼿⼯作坊在中国”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与德累斯

顿⼯艺美术博物馆合作项⽬

© 德累斯顿应⽤艺术博物馆，摄影：恭特·宾萨克

© 德累斯顿应⽤艺术博物馆，摄影：恭特·宾萨克

北京中间美术馆与慕尼⿊伦巴赫美
术馆

北京中间美术馆与慕尼⿊伦巴赫美术馆携⼿合

作，共同策划⼀场在中国举⾏的专家对谈和在德

国进⾏的系列访谈。

© 赵⽂量与北京中间艺术基⾦会

© 赵⽂量与北京中间艺术基⾦会

00:00 02:59

Auftaktveranstaltung 26. - 28.05.2021

⽇程安排

⽇程安排#

报告与对话

报告：“中国博物馆现状概述”

卡斯滕·普罗布斯特

00:00:00 01:03:17

Karen Smith

© Goethe-Institut China

© Goethe-Institut China

报告：“德国博物馆现状概述”

⽂/卡斯滕·普罗布斯特

汉堡美术馆，© 图：由甲

汉堡美术馆，© 图：由甲

对话：“德国当代艺术动态趋势”

埃尔克·布尔

00:00 21:50

Elke Buhr

© Goethe-Institut China

© Goethe-Institut China

对话：“中国当代艺术动态趋势”

冯博⼀

00:00 19:49

Feng Boyi

© 歌德学院（中国）

© 歌德学院（中国）

演讲嘉宾

凯伦·史密斯

英国艺术评论家及策展⼈。

照⽚：私⼈

照⽚：私⼈

卡斯滕·普罗布斯特

作家、理论家、艺术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

照⽚：私⼈

照⽚：私⼈

埃尔克·布尔

现任柏林艺术⽣活杂志《垄断》主编。

照⽚：私⼈

照⽚：私⼈

冯博⼀

独⽴策展⼈、艺术评论家，并兼任四川美术学院

艺术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照⽚：私⼈

照⽚：私⼈

巴登巴登国⽴美术馆

巴登巴登国⽴美术馆1909年起对外开

放，⾃上世纪六⼗年代起开始深⼊探究

国际当代艺术。

© Michael Belogour

© Michael Belogour

波恩艺术博物馆

波恩艺术博物馆是德国最⼤的当代艺术

博物馆之⼀。其新馆于1992年开放，

是德国近⼏⼗年来最重要的博物馆建筑

之⼀。

波恩艺术博物馆, 照⽚: David Ertl

波恩艺术博物馆, 照⽚: David Ertl

汉堡堤坝之⻔美术馆

汉堡堤坝之⻔美术馆关注当代艺术和摄

影。其位于两地的三座场馆之规模在欧

洲同类展厅中数⼀数⼆。

© 汉堡堤坝之⻔美术馆

© 汉堡堤坝之⻔美术馆

德累斯顿⼯艺美术博物馆

德累斯顿⼯艺美术博物馆是⾪属德国三

⼤博物馆联盟之⼀——德累斯顿国⽴艺

术收藏馆的15家博物馆/机构之⼀。

© SKD, Klemens Renner

© SKD, Klemens Renner

杜塞尔多夫美术馆

始于1881年的杜塞尔多夫美术馆⼀直

扮演着⽐较特殊的⻆⾊。1967年落成

的⽔泥⽴⽅建筑算得上是全市造型最简

洁的建筑之⼀。

© Achim Kukulies

© Achim Kukulies

弗柯望博物馆

弗柯望博物馆在德国是⼀所举⾜轻重的

艺术博物馆，它卓越的收藏涵盖了19世

纪的绘画和雕塑、经典现代主义、

1945年以后的艺术以及摄影作品。

© 弗柯望博物馆, Giorgio Pastore

© 弗柯望博物馆, Giorgio Pastore

慕尼⿊艺术之家

慕尼⿊艺术之家是⼀家没有独⽴馆藏的

公⽴博物馆，也是世界领先的当代艺术

中⼼。

© 慕尼⿊艺术之家

© 慕尼⿊艺术之家

伦巴赫美术馆

1929年开放的伦巴赫美术馆位于弗朗

茨·冯·伦巴赫（绰号侯爵画家）⽣前居

住过的别墅⾥。

© 伦巴赫美术馆

© 伦巴赫美术馆

曼海姆艺术馆

曼海姆美术馆始建于1907年，是世界

最早的现代艺术⺠间收藏库之⼀。我们

持续关注先锋艺术和我们这个时代的⽣

存问题。

© 曼海姆艺术馆

© 曼海姆艺术馆

斯图加特美术馆

新建的斯图加特美术馆于2005年3⽉在

位于市中⼼的⼩皇宫⼴场上正式对外开

放。透光的玻璃⽴⽅体建筑内有三层

楼，⽤于举办特别展览。

© Heinz Bunse

© Heinz Bunse

维特拉设计博物馆

位于莱茵河畔魏尔市的维特拉设计博物

馆在全世界的设计类博物馆中具有举⾜

轻重的地位。主题涉及到设计和建筑领

域内的⽅⽅⾯⾯。

© 维特拉设计博物馆, 照⽚: Norbert Miguletz

© 维特拉设计博物馆, 照⽚: Norbert Miguletz

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

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成⽴于

1989年，是⼀家研究各种媒体和艺术

类型的机构。它的使命是在数字时代延

续传统艺术，使全⾯研究艺术和媒体技

术成为可能。
© 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 照⽚: Uli Deck

© 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 照⽚: Uli Deck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

致⼒于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当代艺术的

具有平等和建设性的跨⽂化交流；当代

艺术、影像与设计。

©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

©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

北京中间美术馆

北京中间美术馆成⽴于⼆零零⼋年，⼆

零⼀⼀年经北京市⺠政局注册为⺠营美

术馆。我们有美术馆基⾦会的馆藏和驻

留⼯作室。

© 北京中间美术馆

© 北京中间美术馆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是⼀所集合学术研

究、展览陈列、典藏修复和公共教育等

功能的专业性、国际化的现代美术馆。

©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
博物馆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是以

包豪斯研究院为基础。中国美术学院中

国国际设计博物馆是⼀个设计遗产和当

代设计展示兼具的博物馆。©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

©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

新时线媒体艺术中⼼

新时线媒体艺术中⼼（CAC）系致⼒于

媒体艺术之展示、研究/创作及学术交

流的⾮营利性艺术机构。

© Chronus Art Center

© Chronus Art Center

深圳设计互联

设计互联关注驱动社会的设计，希望能

够彰显设计的⼒量。设计互联是⼀个⽂

化运营平台，⾃2017年起运营位于深

圳海上世界的⾸个⽂化艺术场馆。

© 设计互联

© 设计互联

北京

Deut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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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美术馆

⼴东美术馆于1997年11⽉28⽇落成开

馆，以“中国近现代沿海美术及中国当

代美术”作为学术研究和收藏的⽅向。

© ⼴东美术馆

© ⼴东美术馆

⼴东时代美术馆

⼴东时代美术馆是⼀个由⺠间资本——
时代中国——创办并⽀持的⾮营利艺术

机构。⼴东时代美术馆是⼤湾区当代艺

术的实验室。

© ⼴东时代美术馆

© ⼴东时代美术馆

⼴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群包括三个美术馆

与⼀个研究中⼼，旨在为美术馆与社会

⽂化、当代思想、学术研究、学科建构

等提供新的思想、理论与实践平台。

© ⼴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 ⼴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麓湖·A4美术馆
麓湖·A4美术馆于2008年3⽉由成都万

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创办。它是从推⼴

国际先锋艺术的项⽬平台，逐渐迭代为

⼀个的城市⽣态型美术馆。

© 麓湖·A4美术馆

© 麓湖·A4美术馆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成⽴于

2012年10⽉1⽇，是中国⼤陆第⼀家国

有当代艺术博物馆，同时也是上海双年

展主场馆。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上海油罐艺术中⼼

上海油罐艺术中⼼是⼀家⾮营利艺术机

构。公众可以亲近感受艺术、建筑、城

市、⾃然和出⾊的⻩浦江景观。油罐艺

术中⼼⽬前没有永久馆藏。

© 上海油罐艺术中⼼

© 上海油罐艺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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