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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场大型艺术盛宴将在厦门
开启。2018艺术厦门国际博览
会将于 5月 25日至 28日在厦
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据悉，本
届博览会将汇聚 11个国家和地
区、
200多家中外艺术机 构 ，展
出上千位世界知名艺术家的上
万件最新力作，为厦门市民奉上
一场融合艺术与生活的特殊体
验。
艺术厦门博览会走到今年，
已是第四届。据悉，本届博览会
总面积达 2万平方米，分成三个
区——
—公共艺术区、当代区和经
典区。
公共艺术区将以生命的思

考为主题，关注当下生态环境，
寻求人类的永续发展，精选陈文
令、陈志光、龚栋、任宏伟、刘枫
华、刘若望、黎志文、任戎、吴观
真、杨柏林、吴达新的最新力作，
引发时下对绿色发展的思考。其
中，闽籍艺术名家陈文令将带来
雕塑《港湾 Har
bor
》；陈志光将
带来 《中国狮》（德国卡塞尔展
览作品）；龚栋将带来作品《听
风少年》。据悉，
《听风少年》高
达 16米，雕塑底部为 12米集装
箱，形成一个活动空间，届时，还
将结合“听风”主题造景，与大
众产生互动。而吴观真将带来
50米大型纱幔漆装置，博览会
上，这件作品将从天而降，堪称

当代漆艺术与装置的完美结合。
当代区将以画廊为主体，吸
引近百家来自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各地的画廊，以及台湾画
廊协会的近十家画廊集体亮相。
另外，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画廊
也将参展，现场将展出世界各地
优秀艺术家的作品。值得一提的
是，在该区，白盒子艺术馆、首都
艺术中心、索卡艺术及台湾大象
艺术空间等 50多家画廊，不仅
将带来如蔡国强、洪凌等著名艺
术家的作品，也将带来新生代年
轻艺术家的作品。此外，还将展
出达利、毕加索的版画作品及草
间弥生、荒木经惟、村上隆等日
韩艺术家的作品。

经典区则将以大面积的艺
术家主题个展为主，比如国家画
院院长卢禹舜的《精神家园》系
列个展、福建著名画家庄毓聪的
大写意花鸟画个展等。同时，现
场还将有各个地方富有特色的
联展，如陕西的长安画派、上海
的海派名家书画展以及武汉籍
艺术家的联展等。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还增设
了导览团服务，组委会将邀请艺
术收藏导师、知名策展人及艺术
鉴赏家、收藏家作为导览员，陪
同讲解艺术专业知识、鉴赏收藏
知识，让观展更专业、收藏更精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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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初恋启示录《真心大冒险》
于 芒 果 TV 每 周 六 中 午 12：
00
定期播出。该节目由应采儿、欧
弟等嘉宾担任 “恋爱观察员”，
邀请 10位性格迥异的年轻男女
在厦门开启寻爱大冒险。该节目
以清新自然的画风和甜蜜温暖
的初恋情愫，获得网友的一致好
评。记者注意到，
《真心大冒险》
的一期节目，是在厦门在东方艺
术馆的阳光房进行录制的。这间
被众多厦门文青喜爱的阳光房，
也因此得到了全国观众的关注。
据了解，这间阳光房是
360°无死角的玻璃屋，采光条
件好。白天站在阳光房内，你能
感受到光线从各个角落照射进
来的透亮。据在东方艺术馆相关
人士介绍，阳光房的定位是咖啡

馆，平时对外开放；同时，馆内还
会定期悬挂各类艺术品，格调较
高。
此前，这间阳光房就曾被不
少人“看上”，并在此举办生日
宴会、
婚礼等等，
十分浪漫。这也
是《真心大冒险》看上阳光房的
原因之一。在节目中，嘉宾们在
阳光房内聊天、做游戏，亲密而
浪漫。
据了解，这间阳光房除了是
各种节目的录制现场之外，也是
不少明星的“打卡胜地”。此前，
何晟铭、柳岩、吴克群等明星，都
曾光顾现场，
与粉丝互动。
与明星十分“有缘”的阳光
房，也让在东方艺术馆频频受到
各界关注。据介绍，在东方艺术
馆是大型艺术与生活方式融合
的艺术空间，面积 3000多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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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城市摄影协会、闽南古
镇联合主办的“海丝掠影——
—
中国菲律宾摄影作品交流
展”，将于 5月 18日至 30日
在闽南古镇茶博馆一楼展出。
据悉，
此次活动吸引了李世雄、
王 鹭 佳 、 陈 伟 凯 、
Bong
Ant
i
vol
a、
Emer
s
onGat
po等
11位来自中国与菲律宾的摄
影师参展，届时将展出数十件
精彩摄影作品。活动全程对外
免费开放，感兴趣的市民可前
去参观。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
恰逢临近“六一”国际儿童节，
展览将全程公益宣传倡导关注
中国及菲律宾贫困家庭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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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厦门市打击乐协会换届大
会在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厅
顺利举行，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理事会主席团成员，陈亚敏当
选为会长。
陈亚敏表示，过去四年间，
厦门市打击乐协会取得了不少
成绩，未来，协会将继续请进
来、走出去，多举办大规模活
动、
比赛，
推动厦门打击乐行业
的发展。据悉，
陈亚敏曾是厦门
爱乐乐团的打击乐演奏员，后
成为厦门市音乐学校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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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被誉为福建首座集音乐演
出、艺术展览、创意美食、美学生
活、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复合型艺
术馆。
自诞生以来，在东方艺术馆
已举办多次大型活动，包括去年
12月 的 首 场 活 动 —以
—— “ 踏
界”为主题的舒友极品汇启动发
布会；今年 1月的“中国影业新
力量”系列活动，并迎来了唐国
强、周明夫等明星艺术家莅临现

场。今年 3月，在东方艺术馆又
完美邂逅宾利，举办了一场高端
品牌跨界的新车发布会，备受业
界赞誉。
据悉，未来，在东方艺术馆
还将引进更多高品质的艺术、音
乐、时尚类活动，将艺术馆打造
成国际化配套的第一会客厅，使
之成为厦门东部的 “艺术新地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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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由华祥苑、
书院联合主
办的“盛世茶叙——
—华祥苑国
宾 茶 全 球 品 鉴 会 （ 首 站·厦
门）”在
书院举行。活动围
绕“盛世茶叙”这一主题展开
了一系列茶文化活动。
活动现场，华祥苑邀请见
证茶叙外交的嘉宾与来宾分享
独家亲历故事。此外，
《茶，一
片树叶的故事》的总撰稿人王
旭烽也现场讲述创作心得和对
当代茶文化的新观察。同时，
她
还与受邀参会的农科院专家、
茶叶界教授一起，全方位解析
茶叙外交当中茶所呈现的全新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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