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体

06 责任编辑：杨金行 美编：邱耀升 校对：董敏 组版：戴俊杰

2022年4月2日 星期六鉴赏

刘文伟，珠海市美术家协会主
席，近两年来，他的油画创作渐入佳
境，频频入选一些重要的全国性展
览，展现出自身的实力。

2021年 9月，在重庆举行的第
五届中国油画展上，刘文伟的作品
《劳动者——记港珠澳大桥建设》被
悬挂在醒目的位置。在跟笔者谈及
这件作品时，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
表，这幅油画的确是刘文伟近年来最
优秀的作品之一。作品表现的是港
珠澳大桥的建设者，几位被太阳晒得

肤色黝黑的工人占据了画面大部分，
在他们的身后，可以看见建设中的港
珠澳大桥蜿蜒伸向海的另一端。与
真人相同大小的人物矗立在画面中，
使得画面有了纪念碑般的形式感，概
括提炼的人物造型愈发加强了这种
感觉。画面让人印象深刻之处还在
于在油画语言运用上所具有的一些
特点，他将斑驳的色层与硬朗的边线
处理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充分表现
出劳动者的特征。

《劳动者——记港珠澳大桥建

设》在刘文伟的创作生涯中是一件具
有突破性的作品，在题材、形式上与
以往的作品有所不同，显现出一条可
以持续推进的路径。

我是几年前与刘文伟相识的，
当时在他的工作室里，见到数量众
多的油画，知道他是一个勤奋的
人。不过，让人有些诧异的是，这
些油画大多是表现位处遥远西部
的青海、西藏的作品。对于一位长
期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的画
家来讲，选择西部的题材，确实让
旁观者心生疑惑，一个画家对于自
己身边的生活熟视无睹，却钟情于
远方，其中有什么原因？细细想
来，可能要从油画语言与时代特征
的关系去理解。

油画在描绘农耕、游牧的生活
时，往往最能展现其语言的表现
力。这一点我们能从油画鼎盛时期
的作品中看到，如：巴洛克绘画的代
表人物卡拉瓦乔、委拉斯凯兹、伦勃
朗等，他们对那个时期的劳动者的
刻画，已然成为经典。农人的一双
脚、小贩破旧的披风、醉汉脸上的皱
纹与俏皮的眼神，在画家的笔下往
往构成最为生动的形象，让人过目
不忘。这样的形象选择以及表现手
法渐渐为现实主义绘画所倚重。在
19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里，在俄罗
斯巡回画派的作品中，在法国画家
库尔贝、匈牙利画家蒙卡契、俄罗斯
画家列宾等的笔下，都能见到这样
一种经典的、与表现对象相匹配的
油画语言，在中国一些以西藏为题
材的画家笔下同样能看到这样一种
动人心弦的表现。

如同19世纪英国盛行的风景
画一般，画家在破败的建筑物中能
见到一种诗意。刘文伟所追寻的

“远方”，不仅是在城市里生活的人
向往辽阔高原，或者被少数民族风
情所吸引，更是从尚存的农牧生活
中回溯并探究经典油画语言的魅

力。这是一个带有乡愁的“远方”，
也是具有历史维度的“他方”，在刘
文伟的心里是最有分量、最值得探
寻的。在刘文伟表现西部高原的作
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表现主义
绘画夸张的色彩、挥洒的笔势的浓
厚兴趣。在画面上常常会有一些跳
跃的色彩与肆意纵横的笔触，让人
想到他充满激情的性格。显然，表
现西部高原使得刘文伟的天性得以
释放。但是，对油画语言问道寻源，
真的只能靠寻找“远方”来实现吗？
在西方现代主义时期，绘画的主题
已发生很大的变化，绘画表现出许
多新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现代主义
盛行之后，油画在形式、色彩、触感
等本体语言上也有了较大的扩展，
表现的题材也更加多元，我们从一
些重要画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传统
油画语言在表现当代生活中的积极
转化，给人不少启发。

对表现趣味的追求，可以归结为
艺术家个人秉性使然，但其中离不开
艺术家对绘画艺术发展进程的了解、
认识。从多年以西部高原为题材的
创作转向表现城市的发展，刘文伟以
积极的姿态进行了一次尝试，《劳动
者——记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形式、
造型、色彩有效聚合了他多年的绘画
经验。从概括而坚实的造型中，我不
禁想到他的版画学习经历，从醇厚的
色彩来看，自然会感受到他在油画语
言上的积累。以传统油画语言表现
当代生活的实践，回应了“笔墨当随
时代”的命题。

刘文伟长期生活在珠海，见证
了珠海城市的变化，也目睹了港珠
澳大桥的建设过程。在珠海市美术
家协会任职后，表现珠海、讲好珠海
的故事，成为刘文伟的使命。油画
《劳动者——记港珠澳大桥建设》是
刘文伟在创作题材选择方面的重要
调整，在画展上大放光彩，证明了他
在创作上的一次成功实践。

““远方远方””的回归的回归
——记刘文伟的油画创作实践

新华社柏林3月31日电 国际足
联主席因凡蒂诺31日在卡塔尔多哈举
行的国际足联第72届成员大会上表
示，两年一届世界杯的改制方案仍需时
间讨论，国际足联尚未提出改制提议。

因凡蒂诺在大会演讲中说：“关于
世界杯改制的各种推测，让我把话说
清楚，国际足联尚未提出这样的提
议。过程是这样的，经上一届成员大
会投票，80%的成员同意对每两年举
办一届世界杯、以及女足和青少年足
球的相关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

因凡蒂诺说：“我们得出的结论
是，两年一届世界杯的改制是可行的，
当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接下来进
入征询意见阶段，通过充分讨论争取
达成一致或者妥协。除了和各成员协
会商议外，我们还会考虑联赛、俱乐部
和球员的意见。我们会尝试通过辩
论，找到适合所有人的方案，每个人都
要从中获益。足球强国会变得更强，
足球发展中国家也要从中获益。”

因凡蒂诺认为，两年一届的世界
杯可以为更多年轻球员提供机会，吸

引更多人参与、关注，给他们以希望。
他在成员大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

说：“我不仅认为这是可行的，也认为
这将会给世界带来积极改变，但同样
存在很多反对的声音。我感谢所有人
给我的反馈，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我
们在考虑国家队赛程时也会考虑俱乐
部和联赛，这是球员效力的重要赛场，
我们希望找到妥协方式。当然我们可
以发起成员投票，一起来决定是不是
需要更多比赛，但我们同样意识到，交
换意见、试图说服每个人更重要。”

因凡蒂诺表示：“我们也在考虑不
同意见，目前的国际赛历是到 2024
年。如果我们一个星期就能达成共识，
当然再好不过；如果需要一年时间，那
也没问题。我们希望获得最大程度的
相互理解和尊重，共同影响世界足球。”

“近一个世纪前，一群智者决定，
四年办一次世界杯足球赛，现在我们
来看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因凡蒂诺
说，“当然，这需要时间，我们不急于做
决定。无论如何改制，都要思考怎样
做才是对世界足球发展最有利的。”

世界杯将改为两年一届？
国际足联主席：改制可行，将征询意见

据新华社伦敦3月31日电 英超联
赛3月31日宣布，20家俱乐部达成一致
意见，下赛季起执行单场允许每支球队
最多换5名球员的规定。

受新冠疫情影响，英超本来和欧洲
其他几大联赛一样从2020年5月起允
许各球队单场换5人。但接下来的一个
赛季，因为很多俱乐部都担心豪门因此
得利，英超又改回换3人的规定，由此成
为几大联赛中的“独一份”。

去年10月，负责足球比赛规则制
定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建议永久
保持换5人的规则。而在本赛季的英
国国内比赛中，足总杯赛一直执行换
5人的规定。

如今，英超宣布从下赛季起“从众”，
每场比赛允许每支球队最多换5名球员，
除了中场休息，各队还有3次换人机会。

英超当日还宣布，自4月4日起取
消对20家俱乐部球员和工作人员进行
的一周两次的新冠病毒检测，改为有症
状才检测。

英超下赛季起
单场允许换五人

新华社海牙3月31日电“红楼艺
梦”主题展览3月31日在荷兰海牙中
国文化中心开幕，展出《红楼梦》中外文
译本及其他相关书画和影音作品。

此次展览由海牙中国文化中心和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联合主办。中国驻
荷兰大使谈践、荷中友好协会代表等出
席了开幕式。展览分为“艺文红楼”“艺
观红楼”和“艺影红楼”三部分，以“艺
说”形式讲述《红楼梦》在中国文化中的
地位和深远影响。

记者在现场看到，观众徜徉在借鉴
了江南园林亭台回廊风格的展览现场，

或翻看中英法荷西等各种语言版本的
《红楼梦》，或驻足欣赏《红楼梦》主题绘
画作品，或在大屏幕前观看《红楼梦》电
视剧经典片段。

在展品中，首部荷兰语全译本120
回《红楼梦》颇为引人瞩目。这部译本由
三位荷兰汉学家和翻译家历经13年合作
完成，2021年11月在荷兰正式出版。译
者之一哥舒玺思对新华社记者说，上大学
时，她偶然接触到中文，被丰富多彩的中
国历史和文化深深吸引，从此致力于中国
语言和文化的学习、研究和传播，出于对
《红楼梦》的热爱，她投入到翻译工作。

“红楼艺梦”主题展览在荷兰举行
首部荷兰语全译本《红楼梦》引人瞩目

2022年4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正式施行。新修订的条例从实际出发，
充分考虑水下文物保护工作的特殊性，
有针对性地完善有关制度措施，解决水
下文物保护实践中的突出问题。

根据条例，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可以将水下文物分布较为集中、需
要整体保护的水域划定公布为水下文
物保护区，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划定和调整水下文物保护区的单位应
当制定保护规划。国务院文物主管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
物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保护规划明确标
示水下文物保护区的范围和界线，制定
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

条例还规定，在水下文物保护区
内，禁止进行危及水下文物安全的捕
捞、爆破等活动。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
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
钻探、挖掘等作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追究法律责任。

在中国管辖水域内开展科学考察、
资源勘探开发、旅游、潜水、捕捞、养殖、
采砂、排污、倾废等活动的，应当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得危及水下

文物的安全。在中国管辖水域内进行
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
报请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组织
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
进行考古调查、勘探；需要进行考古发
掘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有关规定履行报批程序。

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
法保护水下文物的义务。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以任何方式发现疑似水下文物
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文物主管部门，
并有权向文物主管部门举报违反本条
例规定、危及水下文物安全的行为。

三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积极推进我国沿海和内陆重点水域水
下文物资源调查，推动各地核定公布一
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公布一批水下文
物保护区；加强央地合作，组织实施一
批重点水下考古项目，及时发布考古成
果，加强水下文物展览展示；健全海上
联合执法工作机制，适时开展我国管辖
海域内重点区域的水下文物执法专项
行动，打击盗捞、走私水下文物等犯罪
活动等。

据新华社电

新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施行

□ 何红舟

作品欣赏

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中国
乒乓球队教练员王皓日前通过微博
否认自己要离开国家队，并表示和队
员樊振东都还有更高的梦想要一起
去实现。

王皓表示，谣言对自己正常工作
和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他写道：

“一、我不会离开国家队；二、请大家
不要相信个别不良自媒体的谣言，也
呼吁抵制传播谣言的自媒体，因为这
些谣言已经对我正常工作和生活造
成了严重的影响。”

王皓表示，他因为个人手续问
题，从休斯敦世乒赛后暂时无法随队
出国比赛，所以一直带着国内没有比
赛任务的一、二队球员在海南集训，
也全程关注着新加坡和阿曼、卡塔尔
赛事的进展。

“在我心中，乒乓球队是一支伟大
而团结的队伍。不同时期每个人会有
不同分工，不同阶段每个人也有着具

体的目标。球员如此，教练也如此，一
代代的激励，一代代的传承，目标大家
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为国争光。”

王皓还表示，对个别自媒体账号
传播网络谣言的不良行为，他将保留

继续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作为樊振东的主管教练，王皓表

示，自己和樊振东都还有更高的梦想
要一起去实现，并希望广大球迷不信
谣、不传谣，继续支持乒乓球项目。

王皓否认将离开国乒王皓否认将离开国乒
要和樊振东一起圆梦要和樊振东一起圆梦

油画 劳动者——记港珠澳大桥建设（215cm×190cm） 刘文伟

油画 腾飞（150cm×120cm） 薄占金

油画 建设中的珠海大剧院（100cm×120cm） 覃汉辉

王皓（右）
和 樊 振 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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