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国旅游报消息：第21届“相约北
京”国际艺术节拟于2021年1月7日至2月4
日举办，以“线上+线下”的形式为观众献上
24个国家的42台演出。

“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
办，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文
化和旅游局联合承办。

2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介绍，
本届艺术节将围绕“激情冰雪 云上文艺 经典
百年”主题，线上演出31台、剧场演出11台，同
时还将举办6个艺术展览、系列冬奥主题文化
活动，以及专题论坛和演出推介会。

2021年1月7日，艺术节将在国家大剧
院开幕，指挥陈燮阳、琵琶演奏家赵聪、男

高音张英席、女高音王庆爽、中阮演奏家冯
满天等与中国交响乐团联袂演出。从1月8日
至2月4日，每周五8点将在全网推送本周的
音乐、戏剧、舞蹈演出。德国歌剧、意大利
古乐以及法国、以色列、韩国的现代舞等将
在线上免费播出。汇集古巴、多米尼加、哥
伦比亚、波兰、丹麦等国艺术团体的“拉美
艺术季”和“流行音乐周”，将在网络空间展
现“相约北京”的多元文化风采。

与此同时，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活
动、“冬梦之约”云上音乐会、“相约2022”
冰雪文化节、冬奥城市冰雪文化活动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将营造全社会支持冬奥、参与
冬奥、共享冬奥的浓厚氛围。

主办方表示，艺术节将根据国内疫情防
控要求，随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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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绘爱”澳洲国际青少年绘画大赛
获奖作品展在悉尼举办

“不朽的传承——中国美术馆藏法兰西艺术院
院士作品选展”亮相中国美术馆

据悉尼中国文化中心消息：12月15
日，由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和澳洲新快传媒
集团联合主办的“童心绘爱”澳洲国际青
少年绘画大赛获奖作品展在悉尼中国文化

中心举办。
该展共展出第二届“童心绘爱”澳洲

国际青少年绘画大赛中获得单项奖和各年
龄组一、二、三等奖以及部分优秀奖作品

22幅。参展者以“关爱自然，珍爱家庭”
为主题，采用铅笔、彩铅、水彩、丙烯、
油画、手绘等多种艺术形式，把林火、抗
疫、环保和动物保护等现实主义题材纳入
绘画创作之中，展示出中澳青少年较为扎
实的艺术功底和良好的艺术表现力。一幅
幅充满童真童趣和乐观主义精神的参展作
品，把爱、阳光和希望带给了疫情阴影下
的澳洲民众，受到观展嘉宾的喜爱和好
评。

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兼中国驻悉尼旅游
办事处主任肖夏勇表示，新冠疫情是全人
类的共同危机，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
疫情和自然灾害的最有力武器。此次展出
的获奖作品充分展现了中澳青少年对抗击
疫情、澳洲山火灾害等社会热点事件的关
注和思考，体现出当今青少年的社会责任
感和宽容心。他鼓励澳大利亚青少年在今
后的艺术创作中以更加开放、积极的心
态，更多地参与中澳青少年艺术交流。

该展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将展出至12
月30日。

本报综合中国文化网消息：12 月 11
日，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不朽的传
承——中国美术馆藏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
选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从中国
美术馆收藏的163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
中精选作品118件，涵盖油画、中国画、版
画、摄影、综合材料等多种媒介。

成立于1816年的法兰西艺术院是法国最
高艺术研究殿堂，其深厚的艺术积淀滋养了
诸如安格尔、莫罗、德拉罗什、德拉克罗瓦
等蜚声世界的大师，是全球历史最悠久、最
著名的学院之一。此次展览从中国美术馆藏
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中选取阿尔诺·多德
里夫、埃里克·德玛奇埃尔、菲利普·加莱
尔、弗拉基米尔·维利科维奇、居伊·德·
卢日蒙、勒内·基利维克、皮埃尔·卡隆、
皮埃尔-伊夫·特雷莫瓦、让·科尔托、朱
德群、克洛德·阿巴吉、让·安哥拉、让·
卡尔多、安东尼·彭赛、布里吉特·泰尔齐
耶夫、布鲁诺·巴贝16位院士的重要作品。
作为对法兰西艺术院各位院士作品的呼应，
中国美术馆特别在展览中加入馆藏吴冠中、
吴为山两位法兰西艺术院通讯院士的作品。
2000年，吴冠中当选法兰西艺术院通讯院
士，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艺术家。2018
年，吴为山成为第二位当选该院通讯院士的
中国艺术家。中国美术馆将他们的作品与其
他16位法兰西院士的作品并置展出，希望观
众可以感受到文化交流产生的对话与共鸣。

中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为山指出，此次展览既
是中国美术馆近年来国际美术收藏、中法文

化交流重要成果的集中展示，又是典藏活化
系列展的重要项目之一，展览全面展示了法
兰西艺术院院士植根于法兰西丰饶的艺术沃
土之上的创新与拓展，凸显了他们个性化的
艺术语言和风格特色，呈现了他们对艺术的
虔诚追求，体现出一个集学术、友谊于一体
的群体，充满着人性与艺术最温存的爱。

20世纪上半叶，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艺术
青年到法国留学，归国后开创了“中西合
璧”的现代中国美术之路。赵无极、朱德
群、熊秉明等艺术家留在法国，成为中国文
化的种子嫁接于西方，为中国精神与世界艺
术的相互融渗做出了卓越贡献。法兰西艺术
院通讯院士吴冠中则是把留法当作“取经”，
将西方现代艺术的抽象表现与中国写意相结
合，为中国画精神的现代视觉表达开辟了新
径。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美术最高殿堂
的中国美术馆多次举办法国美术作品展，反
响热烈。如19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展、罗丹
雕塑展、法国印象派绘画展。2016年以来，

“不朽的传承——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邀请
展” “不朽的传承——法兰西艺术院雕塑院
士作品展”，以及朱德群、皮埃尔·卡隆、布
鲁诺·巴贝三位院士个人展览先后在中国美
术馆成功举办，使中国观众更进一步了解了
底蕴深厚、一脉相承的法兰西艺术。而法兰
西艺术院院士们也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
将自己最满意的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中国人民对法兰西文化是怀有深情的。进一
步研究法兰西艺术，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对
其它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包容，也为我们学习
与借鉴提供了可贵的资源。”吴为山说。

近年来，中国美术馆致力于促进中法两
国的学术与艺术交流，促成了一个个饱含温
度的项目。2019年3月，在中法建交55周年
之际，中国美术馆以“意在巴黎”为题，“纪
念留法勤工俭学100周年”为线索，在法国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展出馆藏徐悲鸿、林风
眠、庞薰琹、颜文樑、刘海粟、刘开渠等近
20位中国留法艺术家以及与法国有密切关联
的艺术家的36件重要绘画和雕塑作品，并举
办了中法艺术学术研讨会，反响热烈。2019
年5月4日，吴为山创作的大型雕塑《百年
丰碑》永久矗立于蒙达尔纪火车站前的邓小
平广场，该作品塑造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一
批一百年前便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而赴
法国勤工俭学追求真理的中国热血青年的群
像，印证了文明互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果，
更建立了一座中法友谊的丰碑。2019年10
月21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中法
文明对话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吴为山受邀
出席活动并在开幕式上发表《在对话中构建
命运共同体》的主旨发言，引发共鸣。此
前，他还多次受邀出席中法两国高级别人文
交流机制项目“中法文化论坛”，就“一带一
路：文明互鉴与创新”等议题进行主旨发
言。疫情期间，中国美术馆向法兰西艺术院
在内的世界许多博物馆和美术馆发去慰问，
得到的回复同样充满了温度，他们都认为，
人类共同的敌人是新冠病毒，全世界应团结
一致，共同抗击新冠病毒。诚如法兰西艺术
院主席让·安哥拉在给吴为山的信中写道：

“我们所有人都寄居在一叶脆弱、狭小的扁舟
上，我们有义务互相理解、互相协作。”

第21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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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海报设计比赛点燃泰国民众创作热情
据中国驻曼谷旅游办事处 杜晶 消息：

“美丽中国”趣味海报设计比赛于11月13日
至12月16日在中国驻曼谷旅游办事处脸书
火热展开。

历经前期预热、正式发布、作品征集、集
赞评选和获奖名单公布等阶段，活动总覆盖
人数25.2万，参与互动2.7万人次，收到作品
上百件，最终精选出符合要求的作品47件。
所有符合要求的作品均在办事处脸书平台展
出，并邀请广大网友互动点赞，最终以点赞数
为准评选出获奖作品。

“美丽中国”趣味海报设计比赛是中国驻
曼谷旅游办事处基于“美丽中国”品牌大框
架，结合2020年中泰建交45周年发起的系列
活动之一。海报设计比赛由办事处提供基本
素材、参与者灵活选择并完成创作。

结合办事处“每月一省”“每省四市”“每
市三点”的推广模式，此次海报设计比赛分别
从2020年已经投放的10个省（内蒙古、河南、
甘肃、青海、宁夏、浙江、福建、湖北、安徽、江
西）各挑选一幅具有当地代表性的高清图片
作为主素材，参赛者必须从这10幅图中选取

至少3张图或3个元素，以“美丽中国”为主题
进行趣味海报设计，同时点赞和转发活动发
起贴。这样操作既是对办事处过去一年推广
各地方旅游信息的巩固与重温，加深泰国民
众对这些旅游目的地的印象，又保证了参赛
作品的原创性，提升粉丝与办事处积极互动
的乐趣。

比赛摒弃了以往由办事处评选获奖等级
的惯例，将决定权留给广大网友。办事处在

收集到作品后，为符合要求的作品统一添加
“美丽中国”的logo，最终按照投稿顺序同一
时间发布到脸书平台。参赛者可邀请其亲朋
好友到办事处主页为其作品点赞，最终以获
赞数最多的获胜。一方面统一“美丽中国”活
动主题，体现活动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另一
方面通过参赛者的延伸人际关系为办事处的
脸书主页做推广，增加对办事处的关注度，深
化此次活动的意义。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据新华网消息：“冬雪妖娆——沈阳故宫
藏冬景书画展”近日在沈阳故宫师善斋、协
中斋开展。展出沈阳故宫馆藏明清及近现代
冬景题材的书画作品30余幅。

碎玉飞坠，琼枝横斜。自古以来，雪引
来无数文人士子的诗心与咏叹。展览展出明
代文徵明的《设色雪景山水图》、蓝瑛的《设
色断桥残雪图》、清代张宗苍的《设色寒江钓
雪图》等，或景色壮丽，或气象清幽，或肃
穆凝寒。其中，尤以清代张鹏翀50岁时所作
《墨笔古木寒山图》为精品，画家用简率疏淡
的笔法，描绘出曲岸杂树、一水横亘、秃峰
荒岭的萧瑟景象。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说，“岁寒三
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品格高洁的象
征，古往今来常作为书法、绘画的题材。展出
的“明代三才子”之一徐渭所绘《雪蕉梅竹图》，
画中短竹细梅，破蕉数叶，用笔简略而构图新
奇。同时展出的还有清代画家恽寿平、金农、
黄慎、郑文焯、吴昌硕、商笙伯等作品。

李声能说，沈阳故宫以冬景为主题的书
法绘画作品数量较多且不乏佳作。希望观众
在观赏千里冰封的北国风光同时，能够欣赏
到历代书画家对冬天景物的描绘和他们寄物
抒情的精神世界。

展览将持续到2021年2月28日。

“冬雪妖娆—沈阳故宫藏冬景书画展”开展

据新华网消息：海峡两岸百余位书法名
家23日参加了在台北和北京两地连线举办的
两岸文化大师对话暨京味文化之旅二十周年
书法交流会，探讨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共同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此次活动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北京书法家协会、台湾“中国文艺协会”、台
北市中华书画艺术学会联合主办。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是“京台文化
交流暨京味文化之旅”系列活动之一，今年
首次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台北和北京
两地的书法名家以“中国传统文化与书法艺
术”为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并就“中华书法
的继承与创新”进行线上互动对谈，探讨书
法风格与技法的发展、当下书法教育和如何
引领年轻人传承与发展中华传统书法文化。
两地书法家还现场挥毫泼墨，创作了精彩的
书法作品。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副主席陈
宁在致辞时表示，两地文化大师通过视频连

线对话，以这种特殊的形式相聚一堂，增进
了互信和认同。“我们希望与台湾同胞一道，
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两岸文化交流的直
通桥，丰富两岸文化交流的素材库，扩大两
岸文化交流的覆盖面，用传承中华文脉、抒
发民族情怀的艺术精品来共同推动中华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锡玮接受采访
时表示，“京台文化交流暨京味文化之旅”自
2001年开始举办，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不能大规模举行，也不能邀请大陆艺术
家到台湾来广泛参与，但两岸文化人士还是
努力突破局限，创新了交流方式。“这样的活
动应该继续办下去，我相信会一年比一年
好。”他说。

台湾女书法家潘淑梅接受采访时说：“我
参加过很多次‘京味文化之旅’，交到了很多
大陆朋友，保持了很好的情谊。书法家不能
只在家里独乐，还需要与其他书法家交流学
习，才能提高自己的创作。”

海峡两岸书法名家“云端”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