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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大展 
“凤舞紫禁：清代皇后的艺术与生活” 
在美国波士顿迪美博物馆闪亮登场 

 

 
 

从皇家珍宝中探寻宫廷女性的身影 
展期：2018 年 8 月 18 日至 2019 年 2 月 10 日 

 
欢迎您参加媒体预展招待会 

2018 年 8 月 16 日 17:30-19:30, 迪美博物馆  
Peabody Essex Museum: 161 Essex St., Salem, MA 01970 

报名请联系 paige_besse@pem.org 
 

 美国迪美博物馆隆重推出“凤舞紫禁：清代皇后的艺术与生活”特展，该展是以清代皇后为主

题的首次国际大展。200 多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的珍宝汇聚波士顿迪美博物馆，其中有精美绝伦的

书画、龙袍、金银器、珠宝首饰、玉器、御用瓷、家具与佛教文物，向观众讲述宫廷女性鲜为人

知的故事，展现她们对国事、家事、宫廷艺术和宗教的影响。这批来自紫禁城的珍宝数量大、品

种丰富、级别高。其中的金发塔等重头文物，第一次在美国亮相，还有一些文物从未公开展出过，

展览为美国观众提供一场机会难得的视觉和文化盛宴。这一大展由美国迪美博物馆、美国国家博

物馆——史密森博物学院的佛利尔-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及北京故宫博物院合办，适逢中美建交四十

周年。该展对促进两国的人文交流，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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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博物馆界，迪美博物馆在保护与推广中国艺术与文化方面处于领引地位。其珍贵的馆

藏与丰富的展览活动见证了中美两百多年的商贸交流。“凤舞紫禁”展也是迪美博物馆与其合作方

通力协作，推进中美人文交流的最新成果。 
 展览由迪美博物馆中国与东亚艺术部 Robert N. Shapiro 主任王伊悠与佛利尔-赛克勒艺术博物

馆中国艺术部 Melvin R. Seiden主任司美茵 (Jan Stuart) 联合策划。她们与故宫同仁及国际专家团队一

道，历时四年，深入考察故宫藏品，查阅大量清宫档案。此次展览根据研究的最新成果，揭示宫

廷女性的历史地位以及她们对宫廷艺术和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在展出的精美艺术品背后，还有

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指出：“此次展览不仅有来自故宫博物院的珍宝，也

有来自很多美国博物馆的藏品。当不同博物馆的珍贵藏品汇聚在同一文化殿堂时，历史文化的多

面性与丰富性将更精彩生动地展现在观众眼前。” 
 
探索清代皇后神秘的世界 

 在中国历史上，清代是满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多民

族王朝，满族与汉族在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上存在区

别，这也决定了清代宫廷女性的特殊性。清廷禁止旗人

女子缠足，宫廷女性可以骑射。在传统男权社会中，清

代宫廷女性仍然有重要的地位。皇后母仪天下，统摄六

宫，甚至可以影响皇帝。皇后主持亲蚕礼，率领众嫔妃

祭拜蚕神嫘祖并采桑喂蚕，彰显了皇后和女性在国家农

事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清代的宫廷史对于皇后

的记载不如皇帝丰富，也不够

详尽。近年来，历史学家们对

皇后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展览以宫廷文物和文献为基础，重新构建她们

丰富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展览中有大量华美绚丽的皇家织绣与珠宝

首饰，体现了清代皇后的身份和地位，这也是故宫服饰藏品赴美展出规

模最大的一次。 
         迪美博物馆的中国与东亚艺术部主任王伊悠博士表示：“美国观众

对清代皇后不大了解，宫廷女性的世界带有几分神秘色彩。我们很高兴

能够有机会来展示皇后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这些精美绝伦的展品可

以让我们依稀看到这些宫廷女性的身影，而清宫档案与其他历史材料则

帮助我们去发掘她们鲜为人知的故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B%98%E7%A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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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清代一共有二十余位皇后，展览聚焦在三位重要人物身上：崇庆太后（1693-1777）、孝贤皇

后（1712-1748）与慈禧太后（1835-1908）。六个主题呈现皇后的生活和影响：婚姻、国事、家事、

生活、精神世界以及宫廷历史。 
 崇庆太后出身卑微，11 岁时以侍妾的身份进入雍亲王府，18 岁生下她的独子，即后来的乾隆

皇帝。母为子贵，乾隆帝尊亲法祖，强调“以孝治天下”，尊养太后。展览中有两件大幅崇庆太后

肖像画，为其六十、七十大寿而创作，生动地再现了她“母仪天下”的形象。崇庆太后于 1777 年去

世，乾隆下旨，由内务府制作重达 110 公斤、嵌满宝石的金塔，该塔是故宫金塔中最大的一件，

塔身内供奉母亲的头发，以示祈福，承载着母亲与儿子之间的骨肉亲情。此塔在迪美博物馆与佛

利尔-赛克勒艺术博物馆闪亮登场，也是在海外的首次亮相。 
 孝贤皇后原名富察氏，在 15 岁时，成为了未来乾隆帝的嫡

福晋。在乾隆继承皇位后，她被册封为皇后。孝贤与乾隆意笃

情深、举案齐眉，乾隆曾患病，孝贤数月始终服侍在侧。她誉

满皇室、赞修宫闱，既是一位体贴孝顺的儿媳，也是一位贤能

的后宫之主。1748 年，36 岁的孝贤皇后在与乾隆侍奉皇太后东

巡的途中不幸病逝。悲痛欲绝的乾隆帝提笔作诗，悼念爱妻。

这首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的挽诗在该展中首次与观众见面。 
 在史籍与档案中，后妃的身影往往笼罩在帝王丰功伟绩的

光芒之下。然而，宫廷中杰出的女性依然发挥出了重要的历史

作用。慈禧在诞下咸丰皇帝唯一的子嗣后，很快从兰贵人晋升

为懿妃。1861 年，咸丰帝驾崩，慈禧联合慈安太后（1837-1881）

发动政变，对慈禧之子——年幼的同治皇帝垂帘听政。慈禧为

晚清的实际统治者，不仅挑战了“女不干政”的传统，而且对宫

廷艺术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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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的亮点之一为高 5 米的慈禧太后肖像油画屏，1905 年慈禧将此画赠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
斯福，以表示她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慈禧为了改善其国际印象，授意美国艺术家凯瑟琳·卡尔为她

创作肖像，慈禧当时年已七旬，但画中描绘的是一位年轻而仁慈的太后形象。最近，史密森博物

学院已修复此画，重现其往昔辉煌。这件油画是近 50年来第一次在美国展出。 
 “对古代女性的研究很有必要。

通过对她们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关注，

我们可以填补中国古代女性研究中的

一些空白。同时，希望这次展览能够

让观众来思考女性在不同时代、不同

文化中的地位。” 佛利尔-塞克勒艺术

博物馆中国部主任司美茵说道。 
        展厅中，观众不仅可以尽情于美

轮美奂的皇家珍宝，还可以参加博物

馆精心设计的互动活动，如学习制作

龙袍、戏曲表演等。此外，展览还为

中国访客准备了中英文双语说明牌。

展览在迪美博物馆共展出六个月。

2018 年 11 月，在展览进行过半时，将

会有 30 件来自故宫的新展品替换旧展品，新展品中有精美的绘画和服饰。 
 迪美博物馆 Rose-Marie and Eijk van Otterloo 馆长兼首席执行官单孟若与史密森博物学院佛利尔-

赛克勒艺术博物馆的名誉馆长朱利安·瑞比一致认为：“展览中精美绝伦、弥足珍贵的文物，让我

们重新认识清代皇后的重要地位。展览实现了我们的共同愿望——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和喜爱博大

精深的中国文化。” 
 
 
媒体预展招待会： 
2018 年 8 月 16 日（星期四）17:30 开始，18:00 致辞，之后展览参观 
欢迎您参加“凤舞紫禁：清代皇后的艺术与生活” 的预展与招待会。届时，联合策展人王伊悠与司美茵将带

您参观展览，并为您讲述展览背后的故事。人数有限，请您提早报名。联系人 Paige Besse 邮箱 
paige_besse@pem.org 
 
展览图录 

《凤舞紫禁：清代（1644-1912）皇后的艺术与生活》展览图录由迪美博物馆与佛利尔-赛克勒艺术博物

馆联合出版，在 2018 年 9 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发行。图录有 264 页，收录了 100 多件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

的精美文物（包括皇家肖像、龙袍、珠宝以及装帧精美的佛经）。图录的论文和展品说明深入探讨了后妃

在宫廷艺术、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展现清代辉煌的宫廷文化，收入中国艺术与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

图录的主编为迪美博物馆中国与东亚艺术部 Robert N. Shapiro 主任王伊悠与佛利尔-赛克勒艺术博物馆中国

艺术部 Melvin R. Seiden 主任司美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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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美博物馆展览之后巡展 
美国华盛顿佛利尔-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展览时间：2019 年 3 月 30 日至 6 月 23 日 
 
展览主办方 
 “凤舞紫禁：清代皇后的艺术与生活”展由美国迪美博物馆、史密森博物学院的佛利尔-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及

北京故宫博物院合办。 
 
展览赞助方 
刘丹；亨利·鲁斯基金会；E. Rhodes and Leona B. Carpenter 基金会;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北山堂基

金；Carolyn、Peter S. Lynch 与 Lynch 基金会；Shirley Z. Johnson 与 Charles Rumph；Richard C. von Hess 基
金会；AMG 基金会；Coby 基金会；Eaton Vance；上海博物馆美国之友；Blakemore 基金会；Rose-Marie 与
Eijk van Otterloo ；周全与章晓华博士；Furthermore: J.M. Kaplan 基金项目；斯金纳拍卖公司；Ellen Bayard 
Weedon 基金会；Sandra Urie 与 Frank Herron；Robert N. Shapiro；我们还要感谢 James B. Hawkes 先生与夫

人对展览研讨会的慷慨支持以及迪美博物馆东印度海洋协会对展览的慷慨支持。 
 
媒体合作：波士顿环球报 
马萨诸塞州时尚合作项目为迪美博物馆的合作伙伴。 
 
迪美博物馆 

位于美国波士顿地区的迪美博物馆 P|E|M (Peabody Essex Museum) 创建于 1799 年, 她不仅是美国历史最

悠久的博物馆, 也是当今美国最具活力、最富创意的博物馆之一。她以丰富和改善人们的生活为使命, 努力

拓展人们的视野, 丰富人们的知识。迪美弘扬杰出的艺术和文化创造力，通过展览和特色活动, 促进跨文化

沟通和交流, 融合历史和当下, 强调创造力的重要性。迪美博物馆收藏有来自世界各地、涵盖古今的一百八

十余万件艺术品、文物和标本, 在北美博物馆中排名第三，其中的中国文物收藏极有特色，反映了中国清代

至二十世纪的历史和生活。这里也有重要的中国十九世纪老照片收藏, 还有最大、最全面的中国外销艺术品

收藏。其航海艺术与历史、美国绘画、建筑和装饰艺术、世界时装藏品以及大洋洲和非洲艺术均为世界级

收藏。位于馆区的二十四个历史性建筑也使博物馆更加有魅力，其中最受观众瞩目的是对中国徽派民居荫

馀堂的保存和陈列。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早上十点至下午五点。周一、感恩节、圣诞节、元旦闭馆。 
参观门票：成年人$20，老人$18，学生$12，荫馀堂附加门票：$6。会员：16 岁以下的青少年及塞勒姆城居

民享受免票和免费参观荫馀堂的待遇。 
详细信息：网页： pem.org 或 电话联系 866-745-1876  
  
史密森博物学院的佛利尔-赛克勒艺术博物馆 

佛利尔-赛克勒艺术博物馆位于首都华盛顿中心的国家广场, 是史密森博物馆学院旗下的美国国立亚洲

艺术博物馆, 收藏国家的亚洲艺术品以及美学运动时期的美国艺术品。为收藏亚洲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之一，

其中有四万余件伊斯兰艺术品、中国玉器、青铜器、书画以及古代近东艺术品。这里也收藏了重要的日本、

古埃及、南亚、东南亚以及韩国的艺术精品，还有佛利尔收藏的知名美国艺术家詹姆斯·惠斯勒的作品。史

密森博物学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研究机构与博物馆群，致力于增进与传播知识。 
网 上 查 询  www.freersackler.si.edu 和  社 交 媒 体 平 台 ： Facebook ： facebook.com/freersackler; 推 特 : 
twitter.com/freersackler; Instagram: Instagram.com/freersackler 

http://arts-news.net/artlibrary/%E5%8C%97%E5%B1%B1%E5%A0%82%E5%9F%BA%E9%87%91
http://arts-news.net/artlibrary/%E5%8C%97%E5%B1%B1%E5%A0%82%E5%9F%BA%E9%87%91
http://email.wordfly.com/click?sid=MTI3NV8yNTVfNjEyNl83MDA4&l=2c5772bd-39d9-e711-8416-e41f1345a486&utm_source=wordfly&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EmpressesFactSheet&utm_content=version_A
http://www.freersackler.si.edu/
http://facebook.com/freersackler
http://twitter.com/freersack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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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       

成立于 1925 年的故宫博物院建立在明清两朝皇宫——紫禁城的基础上，是世界最有声望的博物馆之一。

每年有 1600 万游客参观，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下的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博

物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的骄

傲所在。故宫博物院精心保管着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皇家宫殿和旧藏珍宝，文物藏品极为丰富，古书画、

古器物、宫廷文物、书籍档案等领域蔚成系列，形成总数 186 万余件的珍贵馆藏。近年来，故宫博物院拓

展展览项目，与 20 多个国家联合举办展览，积极传播和推广中国艺术与文化。故宫博物院在文物保护与修

复、博物馆教育、学术研究、展品数字化等方面起了引领作用。当前，已有 960 多万人关注故宫博物院的

社交平台，故宫博物院利用最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和设备将紫禁城里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奉献给远方的观众

朋友。 
 

媒体联系人 
Whitney Van Dyke | 宣传部主任 | whitney_vandyke@pem.org | 978-542-1828 
Melissa Woods | 广宣专员 | melissa_woods@pem.org | 978-542-1609 
Amelia Kantrovitz | 展览宣传 | amelia_kantrovitz@pem.org | 978-542-1830 
           
宣传图片 
精美高清宣传图片可供下载，请您在发图时务必使用我们提供的图片说明。链接：goo.gl/q3F5BZ  
在公众平台上分享您的展览观后感：#PEMempresses 
 
此新闻稿使用的图片： 
清康熙 胤禛妃行乐图之桐荫品茶图轴 
宫廷画师绘 
可能为张震（活跃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或其子张为邦（约 1725-1775） 
1709 年-1723 年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 Gu6458-7/12    ©故宫博物院 

  
寿康宫正殿内的礼仪空间       
故宫博物院提供   ©故宫博物院 
 
银镀金镶珠娃娃瓶式簪 
18 世纪或 19 世纪 
珍珠 蓝宝石 珊瑚 绿松石 点翠镀金银器 
故宫博物院 Gu10130   ©故宫博物院 

     
清乾隆 清人画孝圣宪皇后七旬像轴（局部）     
可能为郎世宁（意大利 1688-1766）与其他宫廷画师 
约 1761 年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 Gu6452   ©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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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孝贤纯皇后像轴 (局部) 
艾启蒙（波西米亚 1708–1780）、伊兰泰（活跃于约 1748-1786）、可能王儒学（活跃于 18 世纪） 
1777 年，可能于 19 世纪改画 
绢本设色 
迪美博物馆 Elizabeth Sturgis Hinds 女士于 1956 年捐赠 
E33619 
 
清光绪 慈禧太后像（局部） 
勋龄（1874-1943） 
1903 年-1905 年 
玻璃版负片制作 
佛利尔-塞克勒艺术博物馆档案室购藏 FSA A.13 SC-GR-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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