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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历史文物大征集"

活动征集范围包括文稿文献#图

片音像#书报#宣传品#证章牌匾#

票据证券#民间语文#生活用品#

通讯工具#美术品#重要领导和知

名人士相关物品# 深圳企业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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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家庭

照片展"有偿征集作品&在全市挑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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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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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

报名方式!

登录深圳美术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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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下载报名表格&填好后通

过电子信箱或书信形式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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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要践行
志要践行%俗话说&立志容易行志难%有

了志向之后&关键是积极践行志向&实现志
向&否则等于没有立志% 学习研究!论语"和
孔子可以看出&践行志向也有'内圣外王(两
个方面的要求% 所谓内圣&就是致力于自我
的道德修养)所谓外王&就是积极入世&致力
于为官从政% 没有内圣&践行志向就没有基
础)没有外王&志向就不能外化为物质的形
态&也就实现不了%在孔子那里&*内圣外王(

的要求&可以用子夏的一句话来说明+*仕而
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即从政而有余力&就

去学习)学习而有余力&就去从政%

学习是内圣的主要途径)从
政是外王的主要途径%孔子对学习
和从政都十分重视% 首先谈谈学
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
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说&通过
学习来坚定自己的志向& 通过发
问来进行思考& 仁德也就在里面
了, 这段话中把学习与志向的关
系说得很清楚& 即通过学习坚定
志向, 孔子不认为自己是圣人和

仁者&但承认自己好学, *子曰+-若圣与仁&

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
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孔子说&至于说到圣人与仁者&我怎么敢当,

我只不过学习从不满足& 教导别人从不厌
倦&那倒可以说是已经做到这样了, 公西华
说&这正是我们这些学生学不到的, 孔子还
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
之好学也,(意思是&即使是只有十户人家的
小地方&也必定有像我一样忠实而讲信用的
人&只是比不上我爱好学问罢了,

在孔子看来& 作为追求内圣途径的学
习&应该包括学习知识和道德修养的内容,

所以*子以四教+文0行0忠0信% (即孔子在
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历代文献&人生
实践&忠心待人&交往守信%应当指出&学习
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成就理想人格&为践行
志向提供主体保证%孔子认为&这个理想人
格就是君子%君子人格的自身完善是*文质
彬彬(%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说&质朴超过
了文采&就显得粗鄙)文采超过了质朴&就
显得虚浮% 只有文采与质朴有机地结合起
来&这才成为君子%君子人格的基本素质是

*仁0智0勇(%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
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子贡
曰+-夫子自道也% .(孔子说&君子所应具备
的三种素质我都没有做到& 即有仁德的人
不忧虑&有智慧的人不迷惑&有勇敢的人不
畏惧% 子贡说&老师说的君子正是他自己%

君子人格的外在表现是 *恭 0敬 0惠 0义 (%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行己也
恭& 其事上也敬& 其养民也惠& 其使民也
义% .(孔子谈到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子产
时说&他具有合乎君子之道的四种品行&即
他为人处世庄严谦恭& 他侍奉国君严肃认
真&他教养百姓富有恩惠&他管理百姓合乎
礼义%一个人在自身完善0基本素质和外在
表现方面都达到了君子的要求& 这也就做
到了内圣&为外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后谈谈从政% 在农耕文明时期&为官
从政大概是践行志向最主要的途径% 所以&

孔子积极鼓励弟子为官从政&他自己也希望
能够为官从政&并为之恓恓惶惶了一生% 但
是&在孔子看来&为官从政不是要做政客&牟
取私利&而是要做政治家&实现治国的理念%

一是要有理想%孔子当时的理想是恢复上古
时期特别周文王周武王时期的礼治秩序%

*子曰+-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 吾从
周% .(孔子说&周朝的礼乐制度借鉴夏0商两

代而创造&是何等的伟大啊/ 我主张遵循周
朝的做法%孔子还对弟子子路说+*如有用我
者&吾其为东周乎/ (假如有人用我&我将在
东方恢复周文王周武王时的礼治秩序%二是
要有原则% 孔子认为&德治是治国理政最好
的原则%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说&以道德原则治理
国家&统治者自己就如北极星一样&处在一
定的位置&其他星辰都围绕着它% 三是要以
身作则%*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
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 .(鲁国大夫
季康子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 孔子回答&政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正% 你带头端正自己&谁
还能不端正呢% 孔子还说+*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即为官从政者只
要自己行为端正&不用发布命令&事情也行
得通)自己行为不端正&即使发布命令&百姓
也不会信从% 四是要勤于政事% *子张问政%

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弟子子张问
为政之道%孔子回答&在位不要厌倦懈怠&执
行政令要出自忠心% *子路问政% 子曰+-先
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问为政之
道% 孔子回答&身先百姓&要老百姓做的事&

自己首先去做&而且要不怕辛劳% 子路请孔
子多指教一些% 孔子说&为官者对工作要孜
孜不倦0永不懈怠% 五是要知人用人% *仲弓

为季氏宰&问政% 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
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1 .曰+-举尔所
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1.(弟子仲由担任鲁
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向孔子请教如何管理政
事%孔子回答&给属下做表率&宽赦别人的小
过失&选拔优秀人才%仲弓问&怎样发现优秀
人才&从而将他们选拔出来呢%孔子回答&选
拔你所了解的% 你所不了解的&别人难道会
埋没他们吗% 六是要有自信% 为官从政会遇
到很多困难和挫折&因而自信很重要% 自信
也就是意志毅力的表现% *子曰+-苟有用我
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说&假
如有人用我治理国政&有一年时间就可以推
行我的政教&有三年时间就可以见成效% 你
看&孔子是多么自信啊%

上述可知&孔子对志向问题作了全面的
论述&其中有着不少真知灼见%譬如&实现志
向要重视自我修身&至今仍然能给我们尤其
是年轻人以启迪%有些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
需要加以修正% 譬如&古时实现志向主要是
为官从政一条途径&而在经济科技社会高度
发展的今天& 实现志向的选择已经多元化
了&就不能过于强调为官从政的选择&否则
就会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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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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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这是我们在读!论
语"和孔子时&应当给予注意的%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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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国内地

摄影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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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幅作

品组成的中国当代纪

实摄影展!中国-洞察"

正在美国俄克拉荷马

州举行,当地著名的俄

克拉荷马州大学博物

馆...小弗雷德-琼斯

艺术博物馆是 !中国-

洞察 " 全球巡展的首

站,以俄克拉荷马州大

学为起点 & !中国-洞

察"将用至少
&

年的时

间巡展欧美&展示反映

在中国摄影人镜头中

的当代中国&展示中国

摄影人带着深入洞察

的努力对各种社会现

状所进行的独特纪录,

在陈远忠 %画儿 %贾玉

川%李楠%杨延康%余海

波和张新民
%

位参展

作者之中&除了李楠之

外&其余
5

人都生活和

工作在深圳,

'照片由
G88-

提供(

"$$#

年对于深圳观众来说是个缤纷艺
术嘉年华% 几乎每天都有精彩演出可以选
择% 而对于各大演出机构来说&却面临着巨
大的竞争压力% 记者近日通过采访分析发
现&进入春季以来&火爆的演出市场给观众
带来了极大的选择余地&大多数演出的票房
却并不理想% 演出市场是不是越来越难做1

如何把市场蛋糕做大1各家演出机构正在纷
纷出招破题%

演出缤纷市民目不暇接

在刚刚过去的上周末&数场演出让观众
应接不暇+!钢琴大师傅聪独奏音乐会"0!欧
洲经典歌剧选段与弦乐四重奏音乐会"0话
剧!武林外传"0!杨雪菲吉他独奏音乐会"同
期上演% 这个周末&市民也有大量的演出可
供选择%

用*井喷(来形容
"$$#

年上半年的深圳
演出市场绝对不为过% 从

"$$%

年底以来几
乎要把深圳舞台给*挤爆(%更高的演出浪潮
在初夏更是以高热度袭来% 据不完全统计&

&

月包括!洪湖水赤卫队"0!卖花姑娘"0!神
秘园音乐会" 等在内的演出总量已经近

($

场&在整个
7

月已经和将要登台的演出共计

约
5$

场&平均每天有两场%

以往的上半年淡季下半年旺季的局面
已经被打破% 各大演艺品牌纷纷出击% 去年
年底杀入深圳演出市场的深圳保利剧院开
幕演出季

(

月刚落下帷幕&紧随其后的春季
音乐季就于

&

月
"#

日登陆)音乐厅的*春聆
音乐听(音乐季中&

#

场音乐会将相继奏响)

"$$#

文博会艺术节也于
&

月
($

日启幕&包
括*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展演0深圳本土
剧目展演以及中外舞台艺术精品展演三部
分的

"7

台
7#

场演出陆续登场%

演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迅速增长的数量令演出市场越来越难
做%演出机构和演出商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
力%一方面&国际名团高密度抵深献演&不少
高质量水准的演出来到深圳)一方面由于演
出密度过高& 导致一些演出的票房并不理
想% 保利剧院副总经理吴春燕坦言+在!猫"

的火爆演出之后& 第二季的 !卖花姑娘"和
!舞蹈皇后"在票房上都没能延续火爆%接下
来的高密度演出票房压力也不小%但吴春燕
表示+*目前的演出频率大约是

(

天一场&而
北京保利是天天有演出&这也是我们将来努

力的目标% 深圳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需要
有常年演出不断的剧场% (

深圳音乐厅总经理王雷告诉记者&音乐
厅开业以来得到了市民的认可&今年音乐厅
票房情况虽然比去年刚开业时有所下降&但
是市民们普遍对各类音乐会的现场反响较
好%他坦言&通过慢慢研究和拓展&也在逐步
寻找市场感觉%

深圳大剧院0深圳市演出公司总经理郑
维茜则坦言&演出市场的推进和成熟是一个
长期过程%演出公司近年来在这方面始终遵
循市场规律&在市场一线摸爬滚打&也实现
了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推进&为市民提供
了大量的精彩演出% 她认为&各大剧场和民
营演出公司纷纷杀入深圳市场是件好事&但
市场是极为严峻和现实的%大家应该逐步寻
找各自的市场定位& 整合各自的优势资源&

培养更强的市场敏感%

是做大蛋糕还是摊薄煎饼

"$$#

年& 深圳市演出公司预计组织约
!$$

场演出& 深圳音乐厅内举办的演出为
!7$

场左右&保利剧院也计划安排
!$$

场各
类演出&可以说&深圳市民天天都有好戏看%

深圳文化市场以惊人的速度活跃起来&最终
受益的还是广大市民与观众% 市民张晨表
示&在深圳看到最新演出0接触高雅艺术的
途径越来越多&与北京0上海等城市已经不
相上下%明星巨典文化公司总经理石广生则
坦言&这么多的演出&能够刺激各演出机构
加大竞争&各展所长&通过市场的自然规律
优胜劣汰%

市场蛋糕如何越做越大&各家演艺机构
也正在各出招数破解难题%各演艺机构负责
人普遍表示&竞争激烈也对各家演出机构的
策划0节目选择以及市场宣传0营销等多个
方面提出了更大的考验&需要各自找准主攻
方向和侧重点&形成各自优势%郑维茜表示+

去年
(

月&深圳市演出公司和深圳大剧院整
合在一起&两家合力继续推精品&同时下半
年演出季中还将继续慎重地精选项目%王雷
表示&深圳音乐厅的思路很清晰&就是要成
为深圳听音乐最好的地方&让大家一想到听
音乐&就要来到音乐厅% 同时推进美丽星期
天等公益项目让更多市民走入音乐厅%保利
剧院则以院线资源占尽优势& 吴春燕表示&

希望以资源优势为深圳的文化演出市场注
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

本报记者 何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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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千年误解
揭秘唐高宗真相

本报记者 刘 瑜

百家讲坛主讲人孟宪实又出新书&!唐高
宗的真相"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这是一本
为误解千年的唐高宗翻案之作% 第四届文博会
期间&

7

月
!%

日上午& 孟宪实将莅临深圳中心
书城签名售书&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唐高宗%

孟宪实现为中国人大国学院副教授&专事
隋唐史0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在走上百家讲坛
率先开讲唐史之前&曾与作家阿城合力编写电
视剧!贞观之治"%去年先后开讲*玄武门之变(

及*贞观之治(&并结集为!孟宪实讲唐史+从玄
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出版%今年

&

月&孟宪实
再次登上百家讲坛讲述一个不同以往的唐高
宗&在创下该栏目今年收视新高的同时推出同
名图书 !唐高宗的真相"% 开篇承接贞观十七
年& 晋王李治被立为新太子22*天上掉下来
的皇太子(,由父而子0由唐太宗而唐高宗&!唐
高宗的真相"一书被读者视作与!从玄武门之
变到贞观之治"并蒂而开的姊妹篇, 该书坚持
*立论有依据&引证有出处(原则&大胆颠覆传
统史学对*唐高宗与武则天(的评价,

在人们的印象中&唐高宗李治性格懦弱&

能力平庸&始终被妻子武则天控制&直接导致
武则天建立武周& 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
女皇帝,而孟宪实揭示的真相却是+唐高宗外
圆内方0胆大心细&敢想敢为&正是在他统治
时期&唐朝的领土达到了最大)甚至隋唐几代
皇帝& 包括唐太宗李世民都没有解决的东北
边疆问题&都在高宗时期得到解决)而标志着
王朝兴盛繁荣的封禅大典& 也是在高宗时候
首次成功举行的, 没有高宗时代的发展0巩
固0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
盛世将成为无源之水, 现在历史上记载的高
宗形象&是被歪曲过0被丑化过的形象,

学界评价&!唐高宗的真相" 不同于时下
流行的*戏说(&作者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密
的考证&呈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0接近历史
真实的唐高宗形象,

KK}~����� @& �



由
!

位中国内地摄影师的
"#$

余幅
作品组成的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展!中国"洞
察#$正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举行% 当地著
名的小弗雷德"琼斯艺术博物馆是 !中国"
洞察#全球巡展的首站%从

%

月
"&

日开始$

以俄克拉荷马州大学所在的诺曼城为起
点$!中国"洞察#将用至少

%

年的时间!周
游#世界各地$向全球展示反映在中国摄影
人镜头中的当代中国$展示中国摄影人带
着深入洞察的努力对各种社会现状所进
行的独特纪录%

纪实作品开始国际之旅

在陈远忠&画儿&贾玉川&李楠&杨延
康&余海波和张新民

!

位参展作者之中$

除了李楠之外$ 其余
'

人都生活和工作
在深圳%

()$

余幅作品都是他们从各自长
期的主题摄影实践中所精选出的$ 每个
人的

*+

多幅系列纪实摄影作品展现的
是同一个主题$ 而

!

个人所关注的主题
又各不相同$ 涉及范围广$ 如杨延康的
!乡村天主教#&画儿的!农耕背景下的母
系文明#&张新民的!从乡村到城市的人
口流动#&陈远忠的!新城市环境下的堕
落#&贾玉川的!性扭曲与性认同#&李楠
的!城市化居民表象#$以及余海波的!从
流行音乐热潮看国际化趋势#%

策展人之一&美国著名艺评人
,- .-

科曼在!中国"洞察#首展开幕式上介绍
说$ 虽然这些摄影人在中国已经颇有知
名度$ 其中几乎所有作品都已经在中国
展示或出版过$而且$部分作品已经获得
过重要奖项$ 几位摄影人也因为其作品
而得到国际赞誉$但是!中国"洞察#中的
大部分作品在之前都还未曾走出中国$

而这次巡展$ 正是这群纪实摄影人以及
他们的独特主题摄影的首次最大范围的
集合展示% 其中有

'

位作者都是深圳人$

然而!中国"洞察#的作品却并非局限于
深圳这个城市$也非局限于广东省%

通过摄影洞察当代社会

科曼认为$ 把这些纪实摄影作品集合
成此项展览$有三个目的%一是展示已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当代纪实摄影$ 为西
方观众提供一个真实的中国纪实摄影面
貌'二是介绍中国这些!崭露头角#&少为西
方人所知$ 但却兢兢业业于纪实摄影事业
的优秀的中国摄影人集体' 三是关注这种
通过摄影而进行的自助性的长期社会研
究$ 反映这些摄影人在他们所选择的主题
上的努力成果% 这些作品对于特定社会问
题的探索$有些已历经十余年之久$有些
则仍在进程中%通过每一主题下的

*$

多幅
作品$ 每个参观者都能得到充分融入每个
摄影师所讲述的非凡故事之中的机会%

科曼解释说$ 从整体和宏观角度来
观看这一展览$ 把它作为一个集体的积

*$$'

年
&

月
%

日$中国第一部电脑三维
动画电影(魔比斯环)在全国公映$时隔不到
两年$ 制作公司深圳环球数码推出了第二部
三维动画电影(潜艇总动员)% 环球数码相关
负责人日前透露$目前(潜艇总动员)正在国
内及海外全面发行$今年!六一#儿童节期间
将在全国影院上映%

一部深海历险故事

(潜艇总动员) 讲述的是两只实习小潜水
艇阿力和贝贝的深海历险故事%这两个小伙伴
在人类教练道哥的指导下$开始在神秘莫测的
深海里执行巡逻任务%每天他俩都努力完成教
练布置的各项任务$期待着有一天能够从实习
生晋级为科研潜水艇% 实习过程中$他们常常
遇到各种险情$比如$教练道哥被卡在深海海
底岩缝中$偶像德叔发动机发生故障掉进岩石
里$飞机苏喜被浓雾围困等待紧急救援%

除了危机四伏$ 两个小伙伴也遇到了很多
有趣的狼狈场面$ 搬运海参时被喷了一身稠糊
糊的黏液$运送电鳗被电击得到处乱窜$而费好
大劲建好的停靠站轰然倒塌变回一堆零件% 阿
力和贝贝的两个好朋友***水下脚踏车石头和
他身上的寄居蟹布丁$ 也时不时地给阿力和贝
贝帮倒忙% 困难危机一次次考验着四个小伙伴
的智慧和胆量$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他们增长
了知识$积累了经验$增进了友谊$学会了合作$

懂得了爱与勇气能够战胜内心的恐惧$ 也明白
了只要肯努力$梦想终会成真%

总结教训!定位明晰

与(魔比斯环)相比$(潜艇总动员)的剧情
设置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变% (魔比斯环)描述
一个男孩穿越时空拯救失踪多年的父亲$故事
情节和电影画面强调写实性$借助电脑三维技
术手段$力求鲜活逼真的播映效果%而(潜艇总
动员)则注重卡通视觉$角色造型有趣可爱$每
个故事既独立又具有连贯性% 制作人员介绍
说$(魔比斯环)场面恢弘$角色众多$人物超过
两百个$更适合成年人观看$而(潜艇总动员)

情节相对简单明了$仅有
/$

个角色$人物性格
鲜明$观众定位主要是学龄前后的儿童%

由于国内动画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儿
童$与国际动画市场相比较为局限$制作人员总
结了 (魔比斯环) 观众定位不清晰所造成的失
误$集中迎合国内外儿童观众群%在角色性格塑
造上$(潜艇) 制作人员仔细揣摩了中国新生代
青少年的心理特点$ 每个角色身上都蕴含着新
生代的影子$ 人物性格和思维与现代的孩子十
分接近%比如阿力聪明机灵$喜欢冲锋陷阵打头
阵$却常常热心过了头$而贝贝则胆子小$有点

害羞$但细心爱思考$常常冒出些好点子%

(魔比斯环)共耗资
"-0

亿元$

%$$

多人制
作时间长达

)

年% 而(潜艇总动员)制作时间
明显缩短$ 主要源于技术处理手段不似上一
部电影那么复杂% (魔比斯环)的制作人员边
制作边研发了两百多个电脑程序插件$ 制作
(潜艇总动员)时$这些插件充分发挥了作用%

为了实现电影的海底水下效果$ 制作人员又
为潜艇们新研发了水泡效果插件$ 给观众呈
现出水波荡漾的光影画面%

整合资源进军海外

从第一部三维动画开始$ 环球数码就致
力于制作国际化电影$这一部(潜艇总动员)

也是如此$ 从编剧到发行都充分运用了国际
资源%角色造型以亚洲形象为主$同时选取了
欧美形象部分特征$ 以易于被全球不同国家
观众接受% 脚本创作借鉴了国外一些动画制
作专家的意见$ 改变板着脸给小孩讲道理的
国产动画片模式$故事情节力求轻松调侃&幽
默有趣%电影还采用了双语配音$目前中文和
英文配音工作均已完成%

凭借(魔比斯环)的海外发行基础$(潜艇
总动员)再度整合了国外资源$由海外发行合
作机构直接负责中国之外的院线发行% 深圳
环球数码副总经理曹辉介绍$

*$$!

年
/*

月
(潜艇总动员)取得了国家广电总局的电影片
准映许可证$ 国内的发行由中影集团与环球
数码合作进行$ 已基本敲定

0$$

多家影院将
近

!$$

块银幕% 环球数码还在寻找其他渠道
的发行伙伴$ 将实现网络& 电视剧频道和音
像&图书制品等多途径推广%

曹辉表示$(潜艇总动员) 是环球数码继
(魔比斯环)之后$重新审视三维动画电影市
场的产物$ 也是创作团队不懈努力出品不同
风格国产动画的成果%从样片观映效果来看$

动画研究机构和金融投资机构都肯定了 (潜
艇总动员)在观众&风格&情节等方面的清晰
定位%

%

月初举行的第四届文博会文化产权
交易会上$ 深圳几家投资机构就抢先与环球
数码达成了合作意向% 曹辉预期电影票房应
该不错$但对后续衍生产品寄予的期待更高%

!"

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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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及海外发行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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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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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文琦%!六一#期间$深圳保利
剧院将以多场精彩演出为孩子们送上欢乐%

)

月
*&

日至
*1

日$来自法国&瑞典&波兰&俄罗斯&比利时等
国的著名滑稽大师齐齐登台$ 打造一场精彩绝伦的
欧亚大师秀% 全新的滑稽版!爆笑嘉年华#晚会将把
孩子们送上尖叫的旅程%

这些滑稽大师的表演包括哑剧&木偶和杂技等$

涵盖了当今欧美最原汁原味的表演$最幽默&诙谐的
搞笑艺术%节目包括+融合了幽默表演和新颖杂技技
巧的俄罗斯!快乐三人组合#的!过标杆#'摩尔多瓦
!杜姆布拉夫和亿万斯汀卡小丑组合#表演的!口哨
杂耍#'乌克兰著名滑稽组合!库利科夫"尤利亚和维
克多利亚#的滑稽木偶$通过各种各样的木偶形象在
时尚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 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开
心和快乐%波兰著名滑稽笑星托姆茨克"鲍特表演的
!滑稽独轮车#$以扎实的杂技功夫$灵活的头&手&脚
的配合$使这个节目又成为一大亮点%

此外$ 观众从进入剧场大门开始到落座等待演
出开始之前$甚至包括幕间休息$都会有来自世界各
地的滑稽明星&小丑以及演出工作人员$主动与观众
进行互动搞笑表演$缓解观众焦虑枯燥的心情$让等
待也从乏味变得娱乐起来% 小朋友们还有机会被邀
请为幸运的表演嘉宾$ 走上舞台和这些国际滑稽大
师一起表演$模仿他们夸张的表情和搞笑的动作%

)

月
0/

日和
'

月
/

日晚登台的(世界经典动画
片大屏幕视听音乐会)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
呈献$将送上李"哈林的(白雪公主序曲)&金复载的
(宝莲灯)&艾伦"门肯的(美女与野兽)&约翰"施特劳
斯的(猫和老鼠音乐会)&(外星人)&(快乐列车)等孩
子们熟悉且喜爱的交响乐曲%

&本报讯#

2

记者 王光明
3

!,魔法小仙子-丛书是为
小学生年龄段的儿童量身订做的童年文学$ 而且是一
个很有个性的幻想文学作品%晓玲叮当&杨红樱等第五
代作家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最有创造力& 影响
力的作家% #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儿童文学评
论家&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王泉根对晓玲叮当及
其作品的最新评价%

"4

日下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晓
玲叮当在龙岗区福安学校为数百师生作了 !抓住梦想
的翅膀# 的精彩演讲$ 告诉孩子们如何提高阅读的快
乐$如何通过阅读一本书发现自己的梦想$改变自己的
命运%从

(4

日开始到本月
40

日$晓玲叮当还将在龙岗
各个中小学举行

(0

场以阅读为主题的巡回演讲%

晓玲叮当曾经长期在新疆和厦门两地担任电台少
儿节目主持人工作$有机会同许多孩子交流&交心% 一
些孩子告诉她$关于成长的道理许多家长也知道$但孩
子们就是不容易接受$ 如何以平等方式同孩子们交流
呢.她从许多小故事中受到启发$把这些故事融会贯通
后

(11!

年出版了 (叮当的魔法)$ 不但畅销而且荣获
!中国图书奖#$此后写作的狂热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已
创作

4+

部儿童文学作品计
4++

多万字$历经五年倾心
创作的(魔法小仙子)丛书$堪称我国第一套系统的美
德童话$

)+

个极其生动好看的故事$ 让孩子们在充分
享受阅读快感的过程中$ 经历一次奇妙的心灵成长历
险%作品累计发行逾百万册$多部作品登上少儿图书畅
销排行榜$并被拍成卡通连续剧% 近年来她还在湖南&

四川等地为上千所学校的孩子们作阅读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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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深圳报业集团驻广州记者 张 莹%日
前$!广东当代艺术特展#在广东美术馆拉开帷幕$对
(1&)

以来
4+

多年广东当代艺术历程的系统进行梳
理$ 同时弥补了中国当代美术史区域性文本的某种
历史性缺憾%

该展汇集了
&)

新潮以来一直活跃在广东的
%+

余位艺术家近百余幅作品$ 作品类别包括绘画&雕
塑&装置&影像等近百件作品%展览部分侧重挑选!

&)

新潮# 以来在广东本土及国内外当代艺术界具有持
续影响力$并一直坚持自身学术立场方向$目前比较
活跃的当代艺术家%受邀参与本次展览的

%+

多位艺
术家$均为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广东的当代艺术家$他
们当中有一部分曾在改革开放和

&)

新潮的历程中$

也有在消费时代背景下成长的一代$ 他们的创作方
式与图像的呈现方式都与上一代艺术家有明显的区
别$ 并且在题材与观念的表达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
变%有趣的是$几位目前分别生活工作在北京&上海&

纽约&巴黎等地的广东当代艺术家$虽然他们的作品
在观念上已明显地带有全球化的色彩$ 但述说与表
达方式上仍带有一定的广东地域特点%

这次展览的策展人由广东及国内最为著名的艺
术家和评论家组成$他们分别是+王璜生&皮道坚&杨
小彦&陈侗及孙晓枫%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告诉记
者$!借助做,广东当代艺术特展-的契机$可以梳理
&)

新潮以来广东文化思想& 艺术形态转型等过程$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重要问题% #

著名评论家黄专指出$ 广东当代艺术有几个特
质+非群聚性$艺术家们不扎堆$上世纪

1+

年代的时
候不太追求金钱$头脑冷静$因此在市场上并未大红
大紫'思考非常国际化$很多艺术家哲学功底深厚$

用思想来引领当代艺术节$ 如今涌现出一批蜚声海
外的当代艺术家$如曹斐&王度&林一林&徐坦&杨诘
苍等都是从广东走出%

为参加展览开幕式$杨诘苍特地从巴黎赶回% 他告
诉记者$ 广东的当代艺术家是以个体的方式获得国际
影响力$加上广东全国一流的策展人&批评家团队$广
东当代艺术是全国力量最大的团体%

RSTUVWXYZH

[\]^_`

累性的展示$ 它所叙述的是关于中国从
一个乡村化的农业国家到一个城市化的
工业大国的快速转变%众所周知$这一巨
变主要发生在过去的

0+

年来%而如此迅
速的现代化进程$ 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
的问题%从这些作品的内容上来看$很多
主题是从批判性的角度切入$展示了

4+

世纪末至
4(

世纪初中国生活的复杂性$

这些摄影人以身居其中的观察者& 局内
人& 有文化有见识有责任感的社会一员
的身份来表现他们的所见$ 并不害怕看
到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瑕
疵% 科曼说+!我认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平
衡点$既尊重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不
用糖衣去包裹所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挑
战% #

科曼说+!这些作品有着丰富的潜在
涵义$ 展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
多样性$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都市%我们
相信这将为许多西方人开拓视野$ 改变
他们对中国的思维定势和单一的印象% #

全球巡展将历时四年

!中国"洞察#全球巡展由美国著名艺
评人

,- .-

科曼与他在中国的合作伙伴
复旦大学教授& 影像学家顾铮联合策展$

从现在起到
4+((

年或者之后$!中国"洞
察#将在北美和欧洲等各地现身$最后回
到中国%目前已经确定有

'

个美国的博物
馆将举行该展$ 欧洲已确定三个展览地
点$接下来的展地还在商谈之中% 该展全
部资料$包括所有影像&策展人论文&摄影
师介绍及作品主题陈述等$ 将在

4++1

年
结集出版%

!中国"洞察#全球巡展的首展举办
地小弗雷德"琼斯艺术博物馆隶属于俄
克拉荷马州大学$坐落在该大学校园内%

该博物馆珍藏有众多包括中国在内的各
国珍贵艺术品$拥有超过

(40++

件藏品$

包括
4(++

张摄影图片%对于举办!中国"
洞察# 全球巡展的首展$ 该馆新任主管
56789:7; <=>?@7ABA8

说+!当代摄影是最
好的艺术媒介之一$ 让有着不同学术背
景的学生们都得到一个更好地了解中国
文化&扩大知识面的机会% #

在俄克拉荷马州大学$

*++&

年春的
第一个学期被命名为!中国学期#$在这
个学期里$师生们通过摄影展&画展&演
讲和音乐会等各种形式展示和研究中国
文化% !中国"洞察#全球巡展在这里的首
展将持续至

&

月
(!

日结束%在美国的下
一站定在北卡罗莱那州夏洛特城的当代
影像博物馆$将于

*++1

年初举行%另外$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塔夫斯大学艺术博
物馆&维吉尼亚州的里奇蒙大学博物馆&

加利福尼亚州的波莫拿州立大学艺廊和
爱荷华州的洋杉激流市艺术博物馆都已
经确定加入!中国"洞察#巡展%

/参展摄影师作品照片由
,;;: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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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玲叮当在给学生们演讲

"潜艇总动员#剧照

本报记者 姚正华



由
!

位中国内地摄影师的
"#$

余幅
作品组成的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展!中国"洞
察#$正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举行% 当地著
名的小弗雷德"琼斯艺术博物馆是 !中国"
洞察#全球巡展的首站%从

%

月
"&

日开始$

以俄克拉荷马州大学所在的诺曼城为起
点$!中国"洞察#将用至少

%

年的时间!周
游#世界各地$向全球展示反映在中国摄影
人镜头中的当代中国$展示中国摄影人带
着深入洞察的努力对各种社会现状所进
行的独特纪录%

纪实作品开始国际之旅

在陈远忠&画儿&贾玉川&李楠&杨延
康&余海波和张新民

!

位参展作者之中$

除了李楠之外$ 其余
'

人都生活和工作
在深圳%

()$

余幅作品都是他们从各自长
期的主题摄影实践中所精选出的$ 每个
人的

*+

多幅系列纪实摄影作品展现的
是同一个主题$ 而

!

个人所关注的主题
又各不相同$ 涉及范围广$ 如杨延康的
!乡村天主教#&画儿的!农耕背景下的母
系文明#&张新民的!从乡村到城市的人
口流动#&陈远忠的!新城市环境下的堕
落#&贾玉川的!性扭曲与性认同#&李楠
的!城市化居民表象#$以及余海波的!从
流行音乐热潮看国际化趋势#%

策展人之一&美国著名艺评人
,- .-

科曼在!中国"洞察#首展开幕式上介绍
说$ 虽然这些摄影人在中国已经颇有知
名度$ 其中几乎所有作品都已经在中国
展示或出版过$而且$部分作品已经获得
过重要奖项$ 几位摄影人也因为其作品
而得到国际赞誉$但是!中国"洞察#中的
大部分作品在之前都还未曾走出中国$

而这次巡展$ 正是这群纪实摄影人以及
他们的独特主题摄影的首次最大范围的
集合展示% 其中有

'

位作者都是深圳人$

然而!中国"洞察#的作品却并非局限于
深圳这个城市$也非局限于广东省%

通过摄影洞察当代社会

科曼认为$ 把这些纪实摄影作品集合
成此项展览$有三个目的%一是展示已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当代纪实摄影$ 为西
方观众提供一个真实的中国纪实摄影面
貌'二是介绍中国这些!崭露头角#&少为西
方人所知$ 但却兢兢业业于纪实摄影事业
的优秀的中国摄影人集体' 三是关注这种
通过摄影而进行的自助性的长期社会研
究$ 反映这些摄影人在他们所选择的主题
上的努力成果% 这些作品对于特定社会问
题的探索$有些已历经十余年之久$有些
则仍在进程中%通过每一主题下的

*$

多幅
作品$ 每个参观者都能得到充分融入每个
摄影师所讲述的非凡故事之中的机会%

科曼解释说$ 从整体和宏观角度来
观看这一展览$ 把它作为一个集体的积

*$$'

年
&

月
%

日$中国第一部电脑三维
动画电影(魔比斯环)在全国公映$时隔不到
两年$ 制作公司深圳环球数码推出了第二部
三维动画电影(潜艇总动员)% 环球数码相关
负责人日前透露$目前(潜艇总动员)正在国
内及海外全面发行$今年!六一#儿童节期间
将在全国影院上映%

一部深海历险故事

(潜艇总动员) 讲述的是两只实习小潜水
艇阿力和贝贝的深海历险故事%这两个小伙伴
在人类教练道哥的指导下$开始在神秘莫测的
深海里执行巡逻任务%每天他俩都努力完成教
练布置的各项任务$期待着有一天能够从实习
生晋级为科研潜水艇% 实习过程中$他们常常
遇到各种险情$比如$教练道哥被卡在深海海
底岩缝中$偶像德叔发动机发生故障掉进岩石
里$飞机苏喜被浓雾围困等待紧急救援%

除了危机四伏$ 两个小伙伴也遇到了很多
有趣的狼狈场面$ 搬运海参时被喷了一身稠糊
糊的黏液$运送电鳗被电击得到处乱窜$而费好
大劲建好的停靠站轰然倒塌变回一堆零件% 阿
力和贝贝的两个好朋友***水下脚踏车石头和
他身上的寄居蟹布丁$ 也时不时地给阿力和贝
贝帮倒忙% 困难危机一次次考验着四个小伙伴
的智慧和胆量$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他们增长
了知识$积累了经验$增进了友谊$学会了合作$

懂得了爱与勇气能够战胜内心的恐惧$ 也明白
了只要肯努力$梦想终会成真%

总结教训!定位明晰

与(魔比斯环)相比$(潜艇总动员)的剧情
设置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变% (魔比斯环)描述
一个男孩穿越时空拯救失踪多年的父亲$故事
情节和电影画面强调写实性$借助电脑三维技
术手段$力求鲜活逼真的播映效果%而(潜艇总
动员)则注重卡通视觉$角色造型有趣可爱$每
个故事既独立又具有连贯性% 制作人员介绍
说$(魔比斯环)场面恢弘$角色众多$人物超过
两百个$更适合成年人观看$而(潜艇总动员)

情节相对简单明了$仅有
/$

个角色$人物性格
鲜明$观众定位主要是学龄前后的儿童%

由于国内动画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儿
童$与国际动画市场相比较为局限$制作人员总
结了 (魔比斯环) 观众定位不清晰所造成的失
误$集中迎合国内外儿童观众群%在角色性格塑
造上$(潜艇) 制作人员仔细揣摩了中国新生代
青少年的心理特点$ 每个角色身上都蕴含着新
生代的影子$ 人物性格和思维与现代的孩子十
分接近%比如阿力聪明机灵$喜欢冲锋陷阵打头
阵$却常常热心过了头$而贝贝则胆子小$有点

害羞$但细心爱思考$常常冒出些好点子%

(魔比斯环)共耗资
"-0

亿元$

%$$

多人制
作时间长达

)

年% 而(潜艇总动员)制作时间
明显缩短$ 主要源于技术处理手段不似上一
部电影那么复杂% (魔比斯环)的制作人员边
制作边研发了两百多个电脑程序插件$ 制作
(潜艇总动员)时$这些插件充分发挥了作用%

为了实现电影的海底水下效果$ 制作人员又
为潜艇们新研发了水泡效果插件$ 给观众呈
现出水波荡漾的光影画面%

整合资源进军海外

从第一部三维动画开始$ 环球数码就致
力于制作国际化电影$这一部(潜艇总动员)

也是如此$ 从编剧到发行都充分运用了国际
资源%角色造型以亚洲形象为主$同时选取了
欧美形象部分特征$ 以易于被全球不同国家
观众接受% 脚本创作借鉴了国外一些动画制
作专家的意见$ 改变板着脸给小孩讲道理的
国产动画片模式$故事情节力求轻松调侃&幽
默有趣%电影还采用了双语配音$目前中文和
英文配音工作均已完成%

凭借(魔比斯环)的海外发行基础$(潜艇
总动员)再度整合了国外资源$由海外发行合
作机构直接负责中国之外的院线发行% 深圳
环球数码副总经理曹辉介绍$

*$$!

年
/*

月
(潜艇总动员)取得了国家广电总局的电影片
准映许可证$ 国内的发行由中影集团与环球
数码合作进行$ 已基本敲定

0$$

多家影院将
近

!$$

块银幕% 环球数码还在寻找其他渠道
的发行伙伴$ 将实现网络& 电视剧频道和音
像&图书制品等多途径推广%

曹辉表示$(潜艇总动员) 是环球数码继
(魔比斯环)之后$重新审视三维动画电影市
场的产物$ 也是创作团队不懈努力出品不同
风格国产动画的成果%从样片观映效果来看$

动画研究机构和金融投资机构都肯定了 (潜
艇总动员)在观众&风格&情节等方面的清晰
定位%

%

月初举行的第四届文博会文化产权
交易会上$ 深圳几家投资机构就抢先与环球
数码达成了合作意向% 曹辉预期电影票房应
该不错$但对后续衍生产品寄予的期待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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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及海外发行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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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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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文琦%!六一#期间$深圳保利
剧院将以多场精彩演出为孩子们送上欢乐%

)

月
*&

日至
*1

日$来自法国&瑞典&波兰&俄罗斯&比利时等
国的著名滑稽大师齐齐登台$ 打造一场精彩绝伦的
欧亚大师秀% 全新的滑稽版!爆笑嘉年华#晚会将把
孩子们送上尖叫的旅程%

这些滑稽大师的表演包括哑剧&木偶和杂技等$

涵盖了当今欧美最原汁原味的表演$最幽默&诙谐的
搞笑艺术%节目包括+融合了幽默表演和新颖杂技技
巧的俄罗斯!快乐三人组合#的!过标杆#'摩尔多瓦
!杜姆布拉夫和亿万斯汀卡小丑组合#表演的!口哨
杂耍#'乌克兰著名滑稽组合!库利科夫"尤利亚和维
克多利亚#的滑稽木偶$通过各种各样的木偶形象在
时尚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 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开
心和快乐%波兰著名滑稽笑星托姆茨克"鲍特表演的
!滑稽独轮车#$以扎实的杂技功夫$灵活的头&手&脚
的配合$使这个节目又成为一大亮点%

此外$ 观众从进入剧场大门开始到落座等待演
出开始之前$甚至包括幕间休息$都会有来自世界各
地的滑稽明星&小丑以及演出工作人员$主动与观众
进行互动搞笑表演$缓解观众焦虑枯燥的心情$让等
待也从乏味变得娱乐起来% 小朋友们还有机会被邀
请为幸运的表演嘉宾$ 走上舞台和这些国际滑稽大
师一起表演$模仿他们夸张的表情和搞笑的动作%

)

月
0/

日和
'

月
/

日晚登台的(世界经典动画
片大屏幕视听音乐会)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
呈献$将送上李"哈林的(白雪公主序曲)&金复载的
(宝莲灯)&艾伦"门肯的(美女与野兽)&约翰"施特劳
斯的(猫和老鼠音乐会)&(外星人)&(快乐列车)等孩
子们熟悉且喜爱的交响乐曲%

&本报讯#

2

记者 王光明
3

!,魔法小仙子-丛书是为
小学生年龄段的儿童量身订做的童年文学$ 而且是一
个很有个性的幻想文学作品%晓玲叮当&杨红樱等第五
代作家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最有创造力& 影响
力的作家% #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儿童文学评
论家&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王泉根对晓玲叮当及
其作品的最新评价%

"4

日下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晓
玲叮当在龙岗区福安学校为数百师生作了 !抓住梦想
的翅膀# 的精彩演讲$ 告诉孩子们如何提高阅读的快
乐$如何通过阅读一本书发现自己的梦想$改变自己的
命运%从

(4

日开始到本月
40

日$晓玲叮当还将在龙岗
各个中小学举行

(0

场以阅读为主题的巡回演讲%

晓玲叮当曾经长期在新疆和厦门两地担任电台少
儿节目主持人工作$有机会同许多孩子交流&交心% 一
些孩子告诉她$关于成长的道理许多家长也知道$但孩
子们就是不容易接受$ 如何以平等方式同孩子们交流
呢.她从许多小故事中受到启发$把这些故事融会贯通
后

(11!

年出版了 (叮当的魔法)$ 不但畅销而且荣获
!中国图书奖#$此后写作的狂热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已
创作

4+

部儿童文学作品计
4++

多万字$历经五年倾心
创作的(魔法小仙子)丛书$堪称我国第一套系统的美
德童话$

)+

个极其生动好看的故事$ 让孩子们在充分
享受阅读快感的过程中$ 经历一次奇妙的心灵成长历
险%作品累计发行逾百万册$多部作品登上少儿图书畅
销排行榜$并被拍成卡通连续剧% 近年来她还在湖南&

四川等地为上千所学校的孩子们作阅读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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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深圳报业集团驻广州记者 张 莹%日
前$!广东当代艺术特展#在广东美术馆拉开帷幕$对
(1&)

以来
4+

多年广东当代艺术历程的系统进行梳
理$ 同时弥补了中国当代美术史区域性文本的某种
历史性缺憾%

该展汇集了
&)

新潮以来一直活跃在广东的
%+

余位艺术家近百余幅作品$ 作品类别包括绘画&雕
塑&装置&影像等近百件作品%展览部分侧重挑选!

&)

新潮# 以来在广东本土及国内外当代艺术界具有持
续影响力$并一直坚持自身学术立场方向$目前比较
活跃的当代艺术家%受邀参与本次展览的

%+

多位艺
术家$均为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广东的当代艺术家$他
们当中有一部分曾在改革开放和

&)

新潮的历程中$

也有在消费时代背景下成长的一代$ 他们的创作方
式与图像的呈现方式都与上一代艺术家有明显的区
别$ 并且在题材与观念的表达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
变%有趣的是$几位目前分别生活工作在北京&上海&

纽约&巴黎等地的广东当代艺术家$虽然他们的作品
在观念上已明显地带有全球化的色彩$ 但述说与表
达方式上仍带有一定的广东地域特点%

这次展览的策展人由广东及国内最为著名的艺
术家和评论家组成$他们分别是+王璜生&皮道坚&杨
小彦&陈侗及孙晓枫%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告诉记
者$!借助做,广东当代艺术特展-的契机$可以梳理
&)

新潮以来广东文化思想& 艺术形态转型等过程$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重要问题% #

著名评论家黄专指出$ 广东当代艺术有几个特
质+非群聚性$艺术家们不扎堆$上世纪

1+

年代的时
候不太追求金钱$头脑冷静$因此在市场上并未大红
大紫'思考非常国际化$很多艺术家哲学功底深厚$

用思想来引领当代艺术节$ 如今涌现出一批蜚声海
外的当代艺术家$如曹斐&王度&林一林&徐坦&杨诘
苍等都是从广东走出%

为参加展览开幕式$杨诘苍特地从巴黎赶回% 他告
诉记者$ 广东的当代艺术家是以个体的方式获得国际
影响力$加上广东全国一流的策展人&批评家团队$广
东当代艺术是全国力量最大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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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性的展示$ 它所叙述的是关于中国从
一个乡村化的农业国家到一个城市化的
工业大国的快速转变%众所周知$这一巨
变主要发生在过去的

0+

年来%而如此迅
速的现代化进程$ 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
的问题%从这些作品的内容上来看$很多
主题是从批判性的角度切入$展示了

4+

世纪末至
4(

世纪初中国生活的复杂性$

这些摄影人以身居其中的观察者& 局内
人& 有文化有见识有责任感的社会一员
的身份来表现他们的所见$ 并不害怕看
到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瑕
疵% 科曼说+!我认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平
衡点$既尊重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不
用糖衣去包裹所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挑
战% #

科曼说+!这些作品有着丰富的潜在
涵义$ 展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
多样性$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都市%我们
相信这将为许多西方人开拓视野$ 改变
他们对中国的思维定势和单一的印象% #

全球巡展将历时四年

!中国"洞察#全球巡展由美国著名艺
评人

,- .-

科曼与他在中国的合作伙伴
复旦大学教授& 影像学家顾铮联合策展$

从现在起到
4+((

年或者之后$!中国"洞
察#将在北美和欧洲等各地现身$最后回
到中国%目前已经确定有

'

个美国的博物
馆将举行该展$ 欧洲已确定三个展览地
点$接下来的展地还在商谈之中% 该展全
部资料$包括所有影像&策展人论文&摄影
师介绍及作品主题陈述等$ 将在

4++1

年
结集出版%

!中国"洞察#全球巡展的首展举办
地小弗雷德"琼斯艺术博物馆隶属于俄
克拉荷马州大学$坐落在该大学校园内%

该博物馆珍藏有众多包括中国在内的各
国珍贵艺术品$拥有超过

(40++

件藏品$

包括
4(++

张摄影图片%对于举办!中国"
洞察# 全球巡展的首展$ 该馆新任主管
56789:7; <=>?@7ABA8

说+!当代摄影是最
好的艺术媒介之一$ 让有着不同学术背
景的学生们都得到一个更好地了解中国
文化&扩大知识面的机会% #

在俄克拉荷马州大学$

*++&

年春的
第一个学期被命名为!中国学期#$在这
个学期里$师生们通过摄影展&画展&演
讲和音乐会等各种形式展示和研究中国
文化% !中国"洞察#全球巡展在这里的首
展将持续至

&

月
(!

日结束%在美国的下
一站定在北卡罗莱那州夏洛特城的当代
影像博物馆$将于

*++1

年初举行%另外$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塔夫斯大学艺术博
物馆&维吉尼亚州的里奇蒙大学博物馆&

加利福尼亚州的波莫拿州立大学艺廊和
爱荷华州的洋杉激流市艺术博物馆都已
经确定加入!中国"洞察#巡展%

/参展摄影师作品照片由
,;;: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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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玲叮当在给学生们演讲

"潜艇总动员#剧照

本报记者 姚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