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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珠博看曹文汉版画去珠博看曹文汉版画
□ 王 瑶

自古元美术馆扩建动工，珠海市
民便少了些看艺术展的去处。

其实珠海并不缺看展览的场所。
只是近年来珠海的美术展多数规模不
大，且较少有历经时间考验的精品，多
为近现代画家的画作，非大众所熟知
的艺术大家作品，因此总感觉珠海的
艺术展不够吸引力。又因各种展览场
所比较分散，去一趟不太容易。如位
于九洲大道的珠海文艺大厦，其一楼
就是一个不小的展厅，举办过不少画
展、摄影展，我也去看过，但每次去总
是冷冷清清。上街问问来往的行人，
大概没几个知道文艺大厦居然还能看
展览。文艺大厦附近还有什么可以继
续走走逛逛的文艺场所？恐怕一下也
想不出来。高新区的一些商业综合
体，倒是很好地将艺术融入到商业场
景中，让人们看完展览还能继续游玩，
能休息，能填饱肚子，不至于让人感觉
辛辛苦苦老远跑来只逛了个小展览。
总的来说，珠海的美术展览还是少了。

所幸，虽然古元美术馆改建尚未
完成，但馆里的佳作又可跟观众见面
了，去年就和珠海博物馆共同举办了
《渔女献珠——古元美术馆馆藏古元
水彩画作品展》，不可谓不亮眼，一下
就吸引了不少美术爱好者，也让珠海
市民知道在博物馆也可以看美展了。

而就在四月，新的展览来了，依然
是两馆合办。这次展出的是古元先生
的学生、著名版画家曹文汉的版画作
品。在《百态——曹文汉黑白木刻肖
像作品展》中，既可看到其木刻刀下的
中外名人，又能看到不知名却也撼动
人心的平凡百姓。

我非常喜欢曹文汉的版画作品。
从内容和表达上来说，由于经历的时
代不同，和他的老师古元等延安时期
的版画家相比，其版画更多呈现的是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面貌，明

显受到当时文化思潮的影响，对形式
美感、图式语言进行新的探索。这些
人物肖像更贴近我成长的环境，这种
八十年代风格的艺术形象，仿佛唤醒
了我童年翻看各种童话书着迷于书中
精美插图时的回忆。

从技法上来说，曹文汉的木刻技
法娴熟，落刀干净。他对画面黑白灰
的变化处理值得版画爱好者和新手临
摹学习。如何将有限的黑白二色运筹
帷幄，化作点、线、面组成丰富的画面，
是黑白木刻版画中最为重要的一点。
曹文汉的版画有股“硬汉”的风格，其
线条并不是丰富细腻得让人惊叹的，
更多的是用洗练明朗的线条和突出的
黑白对比抓住人们的视线。我尤其喜
欢他1981年创作的人物肖像《长春女
孩》，画中人物的头发除勾勒出微微起
伏的外轮廓外，并未做其他明暗处理，
一片浓密的黑色更突出她俊俏的脸

庞。刘海下方和脸侧有序排列的细线
塑造了脸部的立体感，眼、鼻、嘴处明
朗的线条与面颊的留白形成强烈对
比，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那有着深
深双眼皮的眼睛，跟谷爱凌的一样是

“下三白眼”，这种眼睛特别有一种凌
厉的英气和震慑人心的魄力，大大的
黑眼珠中两颗白点又为这股凌厉之气
带来一些少女的灵动感。当我第一眼
看到这幅版画，就忍不住盯着这双眼
驻足良久。

我也很喜欢曹文汉1990年后刻画
的人物肖像藏书票。藏书票又有“版
画珍珠”之誉，属于小版画或微型版
画，画面上一般是标明体现藏书是属
于谁的，也是图书的美化装饰。曹文
汉制作的藏书票仍是以文艺界人物为
主，如金庸、鲁迅、张爱玲等，但风格变
得更加现代简洁，他用高度凝练的线
条精准概括了人物特征和神态面貌，

仿佛从这寥寥线条中就能感受到作家
们的喜怒哀乐。

这次共展出曹文汉黑白木刻肖像
作品六十余件，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
大致窥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木刻
版画艺术风格，对于版画爱好者和学
习美术的学生来说，是很好的学习美
术基础造型的范例。对于广大市民尤
其是年轻一代来说，此次展览给我们
带来的意义远不于此。肖像最能体现
一个人的精神面貌，通过这次展览，为
我们展现了一个已经远去的时代，并
看到这个时代中有血有肉的人。

我们不一定都要懂艺术。但如果
你愿意去试着跟它对话，那么此间的
所见所感，都可能会在心里生根发芽，
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你的生活之中。

来吧，这个五月，让我们一起走进
珠海博物馆，走进《百态——曹文汉黑
白木刻肖像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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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

一个月前，常常有心慌的感觉，我
知道应该是身体出了小状况，毕竟三
年以来没有过正经锻炼心肺功能的运
动。于是，我重拾了跑步这个爱好。

跑步一个月，心不慌了，觉也香
了，胃口也好了。

连续一周的大雨天气，打断了我
跑步的节奏，顿时觉得生活缺少了什
么，感觉身体被一层膜包裹着，怎么伸
展都像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拉扯。

雨一停，就迫不及待跑了起来。
从来没有这么早来香山湖公园。

太阳从林子里照过来，草上的露珠在
阳光下晶莹地舞蹈。那一刻，我感觉
到的不仅是世间的美好，还满怀感恩，
感谢父母赐予我生命，感谢自己这么
多年的坚持。我曾和许多人一样怀疑
人生，常常追问生命的意义；也曾像一
些抑郁症患者那样有过结束生命的念
头。

看到这个画面，我感觉到了前所
未有的生命力，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

回到家，泡一壶茶，看一会《朝闻
天下》，洗个澡，身体通透了，没有一
个毛孔不妥帖，没有一个细胞不说

“爽”。
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不跑步，还

真没有这么真切的体会。无论是跑步
过程中，还是跑完步，都会觉得早晨是
一天中最美的时光，它代表的是阳光，
是朝气，是活力，中医叫“阳气”。

我们每天被空调、手机和电脑裹
挟着，阳气一点点被消耗，久而久之，
气会郁结、消沉，变得容易发脾气，或
悲观，甚至抑郁。所以跑步，尤其是晨

跑，能补充我们的“阳气”，让我们精神
抖擞，奋发向上。

跑步的美好，只有亲身经历才会
感知。

两年前回老家，跟已经是中年妇
女的妹妹聊天，妹妹说她检查出了高
血压后，每天早上都坚持跑步，这让我
很惊讶。在农村，跑步的人并不多见，
妹妹中学都没上过，甚至都没有在学
生时代上过体育课（那个年代我们村
的小学没有操场），她能每天早上起来
跑步，很让我感动。这也说明她感知
到了跑步的美好。

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本来请好
公休假想回家看望一下有抑郁倾向的
哥哥，后来被告知“不能离珠”，只能天
天用视频教哥哥跑步，教他跑步的要
领、拉伸的技巧。跑步一段时间后，严
重失眠的哥哥，每天能睡四五个小时
了。

跑步虽然不能“包治百病”，但对
于改善亚健康，效果是显著的，对血
脂高、血压高、血糖高的“三高人群”，
也有很大的好处，而且专治“心情不
好”。无论昨天如何不痛快，早上起
来跑步半个小时，全都烟消云散，新
的一天便是一个全新的愉快心情。
愉快的心情，带到工作上和家庭里，
都是积极的因素，在单位你会乐于跟
人说话，乐于助人，回到家愿意做家
务，陪家人聊天。世间的美好与跑步
环环相扣。

对于坚持跑步的人来说，不会再
去想什么“人生的意义”，跑完步后，脑
子里只有四个字：人间值得。

美好与跑步美好与跑步
□ 阿 正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中国围
棋协会消息，25日在线上进行的首届
湖盘杯首尔新闻世界女子围棋争霸战
第四场比赛中，15岁的中国队先锋吴
依铭三段执黑逆转战胜韩国队的许瑞
玹三段，惊险赢得四连胜。

在接连击败仲邑堇、李瑟珠、铃木
步之后，吴依铭继续为中国队守擂。
当天布局阶段，白8点角的手段让吴
依铭有些意外，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没能走出最好的应对，落入下风。但
是，吴依铭冷静地与对手周旋，耐心地

寻找机会。
在后半盘比赛中，许瑞玹的优势

意识过于浓厚。黑97冲之后，白棋本
应在白140位接，这样白棋在右下角
还有隐藏的手段。但是，许瑞玹一直
未能发现其中的奥妙，黑149吃掉白
棋两子棋筋之后，彻底堵上了这个漏
洞。自白158之后，许瑞玹又连出缓
手，胜利的天平慢慢倒向吴依铭。最
后，白176又出现误算，被黑177拐吃
之后，白棋败局已定。弈至第221手，
许瑞玹中盘认输。

有意思的是，吴依铭为了延续好
运，第二和第三盘比赛都穿着首场比
赛的“得胜服”。25日换了衣服之后，
虽然遇到波折，但还是有惊无险地拿
下了胜利。

吴依铭赛后说：“今天感觉自己下
得不太好。后面因为局面不占优，就比
较淡定和放松。到后面她（许瑞玹）可能
出了点问题，我就扳回来了，很开心。”

中国女队教练王磊说，吴依铭非
常出色，这几盘棋在领先、落后、胶着
等各种局面下，她最后都赢了下来，表

现冷静、老到。王磊坦言，赛前本来希
望吴依铭去冲一冲，能赢一盘就很好，
取得四连胜的确是意外惊喜，超出了
教练组的预期。

“今天最艰难，我们在研究室一度
有点绝望，因为白棋既有优势棋还很
厚，但是吴依铭的气势上来了，她的心
理素质不错。”王磊说。

目前，日本队和韩国队各损失了
两位棋手，而中国队五员大将都在。
在26日的比赛中，日本名将谢依旻七
段将登台攻擂。

世界女子围棋争霸战

吴依铭惊险四连胜 5 月 24 日，
皇家马德里队球
员本泽马（中）与
队友在训练中。

当日，西甲
皇 家 马 德 里 队
在 西 班 牙 马 德
里训练，备战对
阵 英 超 利 物 浦
队的 2021-2022
赛季欧洲足球冠
军 联 赛 决 赛 。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由主
教练蔡斌率领的中国女排将于25
日从福建漳州出发，开启2022年世
界女排联赛的征程，包括队长袁心
玥在内的16人将随队出征。

据蔡斌介绍，中国队此次的出
征名单是李盈莹、金烨、王云蕗、王
艺竹（主攻）；袁心玥、王媛媛、杨涵
玉、高意、郑益昕（副攻）；龚翔宇、缪

伊雯（接应）；丁霞、刁琳宇、蔡雅倩（二
传）；王唯漪、倪非凡（自由人）。参加
了漳州集训的另外4名队员陈佩妍、
吴梦洁、许嘉楠和王逸凡这次不随队
出征，另有比赛任务。

按照计划，中国队25日下午启程
前往广州，26日一大早从广州飞往土
耳其，目的地是世界女排联赛首站比
赛地之一的安卡拉。在第一周的比赛

中，中国队将迎战荷兰、土耳其、意大
利和泰国队，其中首场比赛是在当地
时间6月1日对阵荷兰队。在比赛打
响之前，中国队将在安卡拉进行适应
性训练。

总共有16支队伍参加今年的世
界女排联赛，在3个分站赛中总成绩
排名前八的队伍将进入总决赛。中国
队的目标是首先进入总决赛。

中国女排将派16名队员出征世联赛

据新华社昆明5月25日电 记者
从云南省政府新闻办25日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知，云南省第十二届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分三个阶段举
行，第一阶段比赛将于6月9日开赛。

本届运动会由云南省民宗委、省
体育局主办，丽江市政府承办，运动会
遵循“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
竞赛项目共设13个大项133个小项。

竞赛日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比赛为6月9日至18日，设民族式摔
跤、射弩、吹枪、陀螺、秋千5个项目比
赛。第二阶段比赛为6月24日至7月
3日，设有蹴球、高脚竞速、板鞋竞速、
花炮和龙舟5个项目比赛。第三阶段
比赛为9月20日至26日，在运动会开
幕式、闭幕式举办期间，设有表演项目
和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民族马术等
竞赛项目。

民族体育源于生产、生活实践，融
竞技、娱乐为一体，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深受各族群众的喜爱。

云南：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6月开赛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6
月1日，2022中国陆上赛艇达人赛
将开启长达7个月的线上角逐，全
国30支队伍将通过月赛、总决赛争
夺月冠军、年度总冠军。

该赛事由中国赛艇协会、中国
皮划艇协会主办，同时也是由国家
体育总局群体司、中华全国体育总
会群体部举办的“全民健身线上运
动会”的组成部分。参赛者将获得

“全民线上运动会”和“中国陆上赛艇
达人赛”参赛证书。

达人赛将横跨7个月，每个月有
来自4个场馆的队伍出战，每支队伍
由4男2女组成，他们每周三在中国
划船App约战，决出月冠军，12月进
行总决赛。

达人赛设500米三局两胜冲刺
赛，每局获胜方和最终获胜方都将获
得对应积分，各场馆按积分排名，排名

最高者成为月冠军场馆。
因为是团队对抗赛，所以达人赛仅

接受场馆团队报名；同时，由于赛事更
注重全民健身，为公平起见，专业运动
员和退役未满一年的前专业运动员不
能报名。此外，年度总冠军场馆将由中
国赛艇协会和中国皮划艇协会授牌，年
度前三名场馆将获得荣誉奖杯，参赛场
馆均将由中国赛艇协会授予“Team
China陆上赛艇工作坊”称号。

中国陆上赛艇达人赛将线上开赛

皇马备战欧冠决赛

新华社伦敦5月24日电 英超足
球联赛24日宣布，利物浦队主教练克
洛普当选2021-2022赛季英超联赛最
佳教练，这也是这名德国籍主帅第二次
获得该奖项。

本赛季克洛普带领利物浦在英超
取得28胜8平2负积92分的战绩，以

一分之差不敌曼城排名联赛第二。此
外，他率队获得英格兰联赛杯和足总杯
冠军，并打进欧冠决赛。

2019-2020赛季，克洛普帮助利
物浦夺得30年来的首个联赛冠军，他
也在该赛季首次被评为英超联赛最佳
教练。

2021-2022赛季英超联赛

克洛普当选最佳教练

5 月 24 日，独行
侠队球员布伦森（下）
在比赛中倒地。

当 日 ，在 2021-
2022 赛季 NBA 季后
赛西部决赛第四场比
赛中，达拉斯独行侠
队主场以 119∶109 战
胜金州勇士队，总比
分战成1∶3。

新华社发

NBA西部决赛第四场

独行侠胜勇士

鲁迅 莎士比亚 长春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