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度 
展览简介



2 3

麦考得博物馆（MUSÉE McCORD）是所有蒙特利尔人的博
物馆。作为一座社会历史博物馆，本馆通过记录蒙特利尔的
历史、人民及社群，展示城市历史变迁。

本馆的历史藏品数量为北美之最，拥有150万余件藏品，包括服饰、时

尚和纺织品、摄影作品、原住民文化、绘画、版画和素描、装饰艺术和

文本档案。

欢迎前来参观！

博物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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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装与身份认同—— 
原住民藏品展 

1层 | 展出至2020年1月5日 

对于原住民来说，着装是身份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本展览带您了解服饰

在原住民文化传承及现代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常设展览

在莫尔森基金会（Fondation Molson）的慷慨资助下，所展出的文物得以修复。博物馆还要感谢魁北克文化与交流部对本项目提供

的资金支持。

© S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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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展览

玩具展 

每年11月至次年3月

孩子们最为期待的玩具展在每年冬天以全新面貌呈现在观众眼前。不论

大人和小孩都对展览中的各项活动非常满意。

推荐3至9岁儿童参观。

© 玩具马（Mobo Bronco），麦考得博物馆，M992.101.216 / 土豆先生（Monsieur Patate），Albane和Philéas出借 / 
Câlinours玩具熊，Heidi Deschênes-Doré出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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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世界 
奥格尔维百货的机械圣诞橱窗

位于博物馆外的维多利亚街，每年11月至次年1月初，展出
至2022年。

还在怀念已经永久谢幕的奥格尔维百货（Magasin Ogilvy）的圣诞机械橱

窗吗？麦考得博物馆带您重温这一奇幻仙境！为了给所有过路人送去幸福，

橱窗“森林中的磨坊”在博物馆外舍布鲁克街（rue Sherbrooke）和维多

利亚街（rue Victoria）拐角处展示。

这次传统的回归要感谢霍尔特伦弗鲁（Holt Renfrew）的橱窗捐赠和ÏÖGO  
nanö的贡献。

推荐给有1岁及以上孩子的家庭参观。

肯特·蒙克曼（KENT MONKMAN） 
耻辱与偏见： 
一个有关抗争的故事 

2层 | 2019年2月8日至5月5日

原住民艺术家肯特·蒙克曼借助其作品主人公Miss Chief Eagle Testickle，

将加拿大的历史画卷呈现在观众眼前，对殖民主义及其带给拿大原住民的摧

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作为艺术家和该展览的策展委员会成员，蒙克曼将自

己的画作、雕塑和艺术装置与历史展品建立对话，其中多件藏品出自本馆的

原住民文化和装饰艺术展。

© 肯特·蒙克曼（Kent Monkman），父亲们（Les papas），2016。Christine Armstrong和Irfhan Rawji收藏。

© Holt Renf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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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克劳斯（HANNAH CLAUS） 
驻馆艺术家 

3层 | 2019年3月7日至8月11日

博物馆的驻馆艺术家项目迎来了莫霍克族（kanien’kehà:ka/mohawk）

的视觉艺术家，汉娜·克劳斯（Hannah Claus）。她的装置艺术让参观者沉 

浸在唤起记忆与蜕变的感性世界。

© 汉娜·克劳斯（Hannah Claus），飞扬（L’envolée），2013年

海达族艺术展

2层 | 2019年4月26日至10月27日

当代海达族艺术家不停地探索艺术领域的传统语言，这既是新作品的基

石，又是书写本族人民未来历史的词汇。展品均为珍贵的历史真品。

© 作者未知，海达族面具，约1800-1850年间，George Mercer Dawson于1878年搜集。ME892.32.2 / © Charles Edenshaw， 

海达族编织篮，1921年。蒙特利尔艺术协会捐赠，ACC1811 © Musée McCord

驻馆艺术家项目邀请来自蒙特利尔或其他地区的艺术家对博物馆展览的进行批判性及概念性的审视，探索现有展览，并找到与其自身

的艺术创作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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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丽来展 
感受艺术与科技的碰撞

2层 | 2019年6月14日至9月15日 

宝丽来展从独一无二的视角，带观众领略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科学创新所

碰撞出的火花。这一融合了艺术与科技的展览，陈列了一百多名20世纪国际

知名艺术家的作品真迹，及作品诞生时所使用的宝丽来器材。

宝丽来由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于1947年发明，是即时照片，也是即

时相机。尽管现今该公司走向衰落，但宝丽来依然是大众记忆中创新、效率

和乐趣的代名词。

这次展览由纽约摄影展览基金会（Foundation for the Exhibition of 
Photography ）联合剑桥麻省理工博物馆（MIT Museum）和维也纳西部

之光摄影博物馆（WestLicht Museum for Photography）共同策展。

© 盖·伯丁（Guy Bourdin），Charles Jourdan，1978，1978  
© The Guy Bourdin Estate 2017 由路易斯·亚历山大画廊（Louise Alexander Gallery）捐赠 

镜头下的格里芬镇 
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呈现 

2层 | 2019年11月8日至2020年4月5日 

麦考得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之一是反映蒙特利尔这座城市社会生活的优秀摄

影作品。通过记录变迁中的街区，本馆希望为大众留存下城市发展演变的

历程。博物馆启动了一个连续三年的摄影作品订购计划。

第一批影像由蒙特利尔摄影师罗伯特·沃克出品。他曾在加拿大、美国和欧

洲多地举办展览，因颜色和形状对比强烈的街头照片而闻名。他的作品真实

记录了格里芬镇（Griffintown）的变革，以及生活方式趋向小资的转变。

© Robert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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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展览：设计师让-克劳德·普瓦特拉 
 （JEAN-CLAUDE POITRAS） 

2层 | 2019年10月25日至2020年4月5日

展览呈现了蒙特利尔时装设计师让-克劳德·普瓦特拉的灵感源泉和创造性

作品。魁北克城文明博物馆（Musée de la civilisation de Québec）和麦

考得博物馆共同策展。

莫尼克·理查（Monic Richard）、让-克劳德·普瓦特拉（Jean-Claude Poitras），1990，M2005.78.1357 © Musée McCord

漫画家塞尔日·查普勒（SERGE 
CHAPLEAU）展览 

3层 | 2020年4月10日至9月6日 

塞尔日·查普勒无疑是魁北克最知名的漫画家。近半个世纪以来，他的漫画

常常登上魁北克各大媒体。查普勒是画家、木偶表演人、电视主持人和制作

人，在魁北克幽默界中地位卓越。博物馆将呈现这位讽刺漫画巨擘的首次

回顾展。

S.Chapleau，自画像（局部），刊登于2015年6月10日的蒙特利尔《新闻报》（La Presse）。塞尔日·查普勒捐赠 M2016.122.86  
© Musée Mc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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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参观

城区历史漫步

每年6月至9月，本馆都会组织蒙特利尔城区历史参观，全程约90分

钟，含讲解。该参观路线囊括了蒙特利尔市中心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街

区——Mille Carré Doré、Milton-Parc以及Ville-Marie。

漫步路线：

• 探索蒙特利尔的商业中心Ville-Marie

• 欣赏Milton-Parc街区的历史保护建筑

• 了解市中心著名街区Mille carré doré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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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

博物馆商店（1层）

麦考得博物馆商店有着蒙特利尔独有的纪念品。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许多由

本地或加拿大原住民工匠手工制作的艺术品。我们的精选纪念品都与馆内

展览息息相关，来开启您的发现之旅吧。店内也有精美首饰、装饰品、文具

及玩具等，欢迎选购。

您在商店的所有消费都在资助博物馆的各类项目及展览。

餐厅（位于1层）

菜单每季更换，奉上本地应季食材。

MUSEE-MCCORD.QC.CA/CAFEBISTRO  
514 861-6701, POSTE 1306

语言

博物馆展览及活动语言为英语和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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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会员 免费

成人 $19

65周岁及以上 $17

学生¹ $14

12周岁及以下儿童² 免费

家庭³ $38

周三晚上4 免费 / $9.50

票价5
（含税）

1.必须为全日制学生，并出示学生证。

2.每位成人最多可带领5位儿童。

3.2位家长可带领3位17周岁及以下孩子，1位家长可带领4位17周岁及以下孩子。

4. Kent Monkman 展览的票价为每人$9.50。

5.票价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在蒙特利尔银行（BMO）的慷慨资助下，博物馆每周三免费开放。 

在J.A.DeSève 基金会的资助下，儿童可免费参观。

支付方式

现金  

周一 闭馆*

周二、周四和周五 10点至18点

周三 10点至21点

周六和周日 10点至17点

开放时间

*夏季的周一和部分节假日开放。12月25日和1月1日闭馆。12月26日和1月2日中午12点开放开放时间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何抵达

地址：690, rue Sherbrooke Ouest, Montréal

团队入口：2175, rue Victoria（博物馆西侧）     

地铁绿线McGill站下 

24路，Sherbrooke站下 

若您驾车前来参观，根据出发地的不同，有多种线路可抵达本馆  

停车位
麦考得博物馆不向参观者提供停车位。您可以在博物馆附近的街道或以下

收费停车场停车：

• 2001 McGill College-Mercantile（自Victoria街进入）

• 2020 University（自Président-Kennedy大街进入）

• 1981 McGill College（自Président-Kennedy大街进入）

联系我们

电话：514 861-6701  
网址：musee-mccord.qc.ca

其它服务设施 

    洗手间（位于V层、2层及3层）

   自助衣帽间（位于1层）。提供可上锁的小型储物柜。衣帽间不设专
人看管，请勿存放贵重物品。

     无障碍设施 

    馆内所有公共区域均已覆盖免费无线网络 

     本馆提供免费手机应用。在应用商店搜索“Musée McCord”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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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票价（含税）

团体参观 

团体票价（15人起）*

2项活动基本价 
 （有导览员）

1项额外活动价格 
 （有导览员）

自由参观（无导览员）

成人 $16 $5 $14.50

老人 $13.50 $5 $12

学生
 （13至30周岁）

$8 $4 $7.50
儿童 
 （0至12周岁）

*不满15人的团体按15人票价支付。

• 票价均为加拿大元。

• 票价和开放时间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团体接待人数上限：30位成人或60位未成年人（0至17周岁）

• 每购买15人门票赠送1张免费门票。

如何抵达

团体入口：2175, rue Victoria（博物馆西侧），近公交车站

服务设施

本馆提供团体午餐场地，需提前预约 *

* 预约午餐空间需支付$50的团体包场费

变更和取消 

如需更改预约，请于原预约活动日期前至少48小时与我们联系。若不满48
小时，将按原预约人数收取全额费用，敬请理解。

咨询和预约： 

reservation@mccord-stewart.ca | 514 861-6701 分机2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