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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综艺

新华社澳门12月6日电 第
五届“2017 ART MO 艺术澳
门”系列活动5日晚在澳门旅游
塔拉开帷幕，在年近尾声之际给
小城居民带来一场艺术盛宴。

“2017 ART MO 艺术澳
门”系列活动由澳门文化艺术行
业协会主办，得到澳门莲花美术
馆、澳门艺术博物馆、中央美术学
院等内地和澳门艺术机构的支
持。今年的系列活动主要分为

“艺术澳门展览”“艺术澳门论坛”
及“艺术澳门之旅”三个板块。

澳门文化艺术行业协会会长
何健宇在开幕式上表示，“ART
MO艺术澳门”作为推广文化艺
术的平台，不断创新并推动澳门
文化艺术行业间的交流、促进澳
门旅游业的多元化发展，每年通
过举办不同的艺术活动，打造澳
门艺术文化旅游的新名片。

在当天举行的“艺术澳门论
坛”上，来自内地和澳门的艺术领
域代表围绕“艺术智造”“产业融
合”“品牌金融”和“艺术城市”四
个话题展开对话和交流，并探讨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产业的创
新发展。

“艺术澳门展览”则由南京艺
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郑闻与

“ART MO艺术澳门”执行总监
雷倩共同策划，分别在澳门莲花
美术馆、旅游塔与皇冠假日酒店
举行。

今年的展览上，“纸草——艺
术家汤国个展”“波普时代——安
迪·沃霍尔版画作品展”“澳门力
量——澳门青年艺术家当代艺术
作品联展”成为重头戏。位于澳
门旅游塔户外的海滨也被一道彩
虹灯光装置作品点亮，吸引众多
居民和游客驻足欣赏。

“艺术澳门”系列活动启动

打造小城艺术旅游新名片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编
导李芳芳6日在京宣布，由章子
怡、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楚生
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定档明年
1月12日，希望通过影片让观众
看到青春的各种选择，并给大家
多一点战胜艰难的勇气和力量。

电影《无问西东》是李芳芳
“青春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她编
剧的电视剧《十七岁不哭》堪称一
代人的记忆，曾获飞天奖一等奖
和金鹰奖一等奖，而其电影导演
处女作《80’后》则入围第22届东
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
得业内好评。

李芳芳说，电影《无问西东》
影片讲述几个年轻人满怀渴望、
在四个时空中一路前行的故事，
在时空跨度还是情感维度上格局

都更加广袤。
“我们每天都在做大大小小

的选择，站在选择的岔路口，我们
并不知道是东边那条路短一些，
还是西边那条路好走一些。我们
害怕选错，我们顾盼左右，却忘了
问自己的内心到底喜欢什么，想
要什么。”她说，“希望能通过这部
电影让大家看到青春的各种选
择，并给大家多一点战胜艰难的
勇气和力量。”

李芳芳说，电影《无问西东》
充满了深情，而这是很自发的一
种心理活动，没有人能迫使另一
个人对自己，或者对任何一件事
情深情。“我们问问自己的情归何
处，就知道自己的心在哪里，知道
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要做什么，就
不用再问西东。”

章子怡黄晓明主演李芳芳“青春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青春电影《无问西东》定档1月

歌剧《安德烈·谢尼埃》彩排

重返贺岁档的冯小刚电影
《芳华》将于12月15日公映，片
方华谊兄弟12月6日宣布，将于
本周周六晚七点和周日下午两
点在全国举办超前点映。冯导
也通过自己的微博发布了这一
消息。

《芳华》定档今年 12 月 15
日，标志着冯小刚时隔多年，重
返由他一手缔造的贺岁档。根
据猫眼研究院的线上和线下观
众调研结果显示，《芳华》在12月
的全部上映影片中首选率最
高。调研称，“相比贺岁档的其
他影片，《芳华》讲述特定年代的
青春记忆，堪称贺岁档甚至是今
年整个中国电影市场上的一股
清流。”在百度指数、微指数、微
信指数、头条指数和电商想看指
数等公开数据指标上，《芳华》都
处于领先水平，代表了大众对于
这部影片的期待与兴趣。

电影《芳华》由冯小刚执导，
严歌苓编剧，黄轩、苗苗、钟楚曦、
杨采钰、李晓峰、王天辰、王可如、
隋源等主演。《芳华》改编自严歌
苓同名小说，故事以1970年至
1980年代为背景，呈现了充满理
想与激情的部队文工团里，一群
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所经历的爱
情萌发与充斥变数的人生命运。
冯小刚在此前的宣传中就曾说
过，这是一部根植于他和小说原
著作者严歌苓在部队文工团共同
的工作生活记忆的电影。电影的
主场景是一座老宅改造的红楼，
片中的军队文工团在这里驻扎，
文艺兵们每天在这里唱歌、跳舞、
演奏，他们时刻准备着奔赴一线

慰问战士。条件艰苦，但充满
激情。练功房、游泳池、宿舍
里、舞台上，女兵们秀丽挺拔的
舞姿、青春单纯的嘻闹、还有偷
听邓丽君歌的新鲜沉迷……在
冯小刚的长镜头中，被带出了
一种怀旧的美感。

影片中不仅有唱歌跳舞，
有少男少女间的情感、有怀旧、
有充满浪漫和年代感的美妙青
春，也有非常残酷的真实战场。
青春有多美好，战争就有多残
酷。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和文
工团的美好岁月，形成鲜明对
比。在大时代的车轮下，集体中
的痛和暖、战友之间的离别重

逢，文工团中每个人的命运情感
都变得渺少又脆弱。片中最后
的战争戏是全片的高潮，虽然只
有6分钟，却耗资700万元。冯
小刚说，《芳华》的战争戏较姐妹
篇《集结号》全面升级。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
代人，肯定会被电影中的场景
及真实故事所感触。一个时
代造就了被打上深刻烙印的
一代人，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很难体会那种感觉。如果你
的父辈长辈参加过对越自卫
反击战或者曾经有过部队生
涯，那么这部电影一定要带他
看。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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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颖报道：记者
从市文体旅游局获悉，2017广东
旅游文化节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
地推进。12月12日晚，开幕式
灯光秀将在珠海大剧院进行。届
时，将通过珠海大剧院的日月贝
外墙，运用声、光、电、水、影、乐等
元素进行灯光秀展示。开幕式文
艺演出部分将邀请澳门中乐团，
莫华伦、吴碧霞、吕薇、阿普萨萨、
赖琼霞等港澳及内地的艺术家，
共同打造一台粤港澳大湾区文化
交流展演。

2017广东旅游文化节由珠
海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旅游局、广
东省文化厅主办，珠海市文化体
育旅游局承办，是广东省旅游文
化发展的品牌活动。今年开幕式

灯光秀的特色元素涵盖了港珠澳
大桥、渔女，长隆海洋王国等珠海
地标建筑，又有中国航展，WTA
网球赛，全国帆船帆板锦标赛等
城市品牌盛事，集中展示珠海的
优美城市风貌，迷人的海岛风光，
多彩的城市活动，尽显广东旅游
活力和珠海的开放气息。

届时，广东省和珠海市的最
新旅游形象片也会同时发布。按
照计划，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女
高音歌唱家吴碧霞、吕薇，青年歌
手阿普萨萨等将在开幕式文艺表
演中献唱。粤剧艺术家赖琼霞也
将向观众展示博大精深的岭南戏
曲文化。澳门中乐团也将带来富
有澳门本土文化特色的交响音乐
作品。

2017广东旅游文化节12月12日开幕

港澳及内地艺术家将同台献艺

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所经历的爱情
萌发与充斥变数的人生命运。 新华社发

青春有多美好，战争
就有多残酷。新华社发

一个时代造就
了被打上深刻烙印
的一代人。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殷贝报道：“很感
谢他们带来的表演，很开心，很热
闹，今天像过节一样”。日前，珠海
市文化馆“百姓舞台”的表演团体
珠海市翠香艺术团和前山军辉艺
术团先后来到珠海市博爱老年公
寓，为老人们送去两场精彩的文艺
演出。狮山街道爱心艺术团则来
到香山公园载歌载舞。

器乐合奏，舞蹈，歌唱，戏曲
选段……珠海市翠香艺术团的演
出赢得老人阵阵掌声。据悉，该
团成立于2006年10月，由一群
有相同爱好的退休人员组成，平

均年龄在65岁。12年来，全团
践行着“为社会传递爱心创造爱
的价值”这一理念，活跃在社区，
部队，敬老院演出千余场。今年
5月12日，该团党支部还与博爱
老年公寓结成文明共建单位。

在香山公园，狮山街道爱心
艺术团赢得了居民们的阵阵掌
声。“把‘舞台’搭进广场、社区、福
利机构，这才是真正的百姓舞
台”。不少市民都表示，由老百姓
自编、自导、自演，在街道、社区搭
台，方便群众就近观看，这才是真
正的文化惠民。

市文化馆“百姓舞台”多个艺术团体

自编自导自演载歌载舞走基层

《无问西东》剧照。 新华社发

这张 12 月 4 日发布的照片显
示，在意大利米兰的斯卡拉歌剧
院，演员们彩排歌剧《安德烈·谢尼

埃》。《安德烈·谢尼埃》是由意大
利作曲家翁贝托·焦尔达诺创作的
歌剧。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世界
首部全手绘油画电影《至爱梵高》
将于12月8日起在全国公映，通过
大银幕上流动的梵高油画笔触，让
观众一览这位后印象派绘画大师
的风采。

据介绍，影片展现了梵高的一
生，以送信人的视角，通过梵高与弟
弟提奥的信件以及和梵高一同生活
过的人们的回忆，试图还原这位艺
术大师的真实面貌。

据影片宣传方介绍，该片最引
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独特的艺术表现
形式。整部电影时长仅95分钟，制

作周期却长达7年，制作团队在全
世界找了15个国家的125位画家，
深入调查了梵高生前的 800封书
信，一共画了65000张油画，然后以
12幅/秒的速度叠加成这部油画电
影作品，让梵高笔下阿尔勒的卧室、
罗纳河上的星夜、麦田里的乌鸦栩
栩如生。

该影片在今年第20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上获得金爵奖最佳动画片
奖。在电影中为“梵高”进行中文配
音的音乐制作人张亚东说，希望通
过独特的影像表达，让观众更好地
理解梵高的艺术人生。

世界首部全手绘油画电影

《至爱梵高》12月8日起全国公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