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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GH IJK日前，
2018厦门工美匠心艺术展在厦
门市东方鱼骨艺术馆举办。该展
览以“不忘艺术初心、保持工美
匠心、
拓展时代恒心”为主题，展
出了厦门及周边地区19名工艺
美术家的30多件作品，每件都具
有代表性。
据厦门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杨广敏介绍，厦门市工艺美
术协会成立于2016年，目前拥有
厦 门 及 周 边 地 区 的 会 员 200多
人。此次参展的作品十分丰富，
涵盖了雕塑、漆线雕、木雕、同安
锡雕等，包括今年载誉归来的
《大道至简》，还有金砖厦门会
晤指定的 《五彩祥云·水墨》系
列陶瓷餐具产品以及漆线雕等。
这些作品造型精美，代表了厦门
工艺美术的较高水准。
记者在现场看到，厦门市工
艺美术协会会长王国辉展出了两
件雕塑作品，均名为《和谐》，为
三头牛低头吃草的形象。不过，
虽
然造型一致，但其材质却大不相
同，
一件材质为不锈钢，
在灯光下
闪闪发亮；另一件却是长满锈迹
的作品。对此，
王国辉介绍，
这两
件作品均创作于2015年。创作的
目的，
是为了呼吁公众关注环保、

爱护环境。“如果环境好、
生活条
件好，我们的状态就会像不锈钢
材质的作品一样，熠熠生辉；反
之，
则会生锈。”
现场还展出了厦门工艺美
术师黄智清创作的木雕作品《大
道至简》，这也是该作品首次公
开亮相。其刻画了老子与《道德
经》，传递大道至简的理念。据
悉，该作品曾获第十届 “艺鼎
杯”中国木雕现场创作大赛传统
组金奖。
据黄智清介绍，
《大道至

简》的创作灵感，
出自于老子。作
品用整件楠木制作，经书部分用
金箔贴着，突显老子的 《道德
经》，影射当今社会大众对金钱
的诱惑和物质的追求，引发人们
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财富、道
德观和价值观的深思。
现场还有一件金砖厦门会
晤指定的 《五彩祥云·水墨》系
列陶瓷餐具产品，由厦门鑫五洲
陶瓷公司选送参展。据悉，这是
一套具有浓郁 “中国风” 的餐
具，其以水墨的形式，展现了不

同格调的鼓浪屿海岛风光，远近
虚实画面似一曲协奏曲，奏响鼓
浪屿琴岛之音。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
厦门市东方鱼骨艺术馆被授予
“厦门市工艺美术协会鼓浪屿文
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身份。
据悉，本次艺术展由福建省
工艺美术协会指导，厦门市工艺
美术协会主办，厦门市工艺美术
协会鼓浪屿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东方鱼骨艺术馆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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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岸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同
台呈现高甲戏、客家戏和歌仔戏
三种传统戏曲形式的《阿搭嫂》，
本月初在台北城市舞台剧场公
演，
并取得圆满成功。这也是继歌
仔戏《蝴蝶之恋》和《龙九》之
后，厦台两岸戏曲演员再度同台
合作。昨天，记者走访厦门参演
者，
讲述台前幕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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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预期。
“每一场表演谢幕后，观众
总是呐喊声不断。台下甚至有观
众扯破喉咙叫‘好’，表示看得
非常过瘾。”吴晶晶说。另外，
还
有观众是全家都来观戏的，来看
戏的孩子最小的才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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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演出不同的是，此次
在台湾的公演，首次采用了高甲
戏、客家戏和歌仔戏三种传统戏
曲形式进行同台演出，是不同音
乐系统之间的混合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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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鼓浪屿·陈杰民水彩个展”
将于 6月 16日上 午 10点 开
幕。据悉，
此次展览将展出厦门
资深水彩画家陈杰民的数十幅
作品，
市民可前去参观。
陈 杰 民 出 生 于 1946年 ，
1964年毕业于厦门市工艺美
术学院。历任厦门市水彩水粉
画研究会秘书长、福建省水彩
水粉画研究会常务理事、厦门
市张晓寒美术研究会理事、顾
问等职。其作品入选第七届全
国水彩大展、全国小幅水彩画
展等展览。
福建省作协副主席陈元麟
说，陈杰民是个特别诚实勤勉
的人。他不求闻达，
不擅应酬交
际；其工作之暇，笔不离手，或
写生或临摹或创作。数十年来，
他不 为 各 种 时 尚 与 潮 流 所 动
摇，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自己的
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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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智——
—吴啸海” 将于 6
月 23日至 8月 26日在厦门市
集美区兑山艺术区 3号展厅举
行。此次展览包括吴啸海近 10
年创作的绘画、剪纸、陶瓷、视
频等多种形式的作品。
据悉，吴啸海毕业于中央
美术学院壁画系，曾任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美术编辑，现
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其创立
了“壁虎”涂鸦团队，
2013年
至今有计划的运用涂鸦等艺术
形式接触中国农村，了解中国
社会问题并在乡村进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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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阿搭嫂》 原为高
甲戏，由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
院长曾学文编剧，曾获“中国戏
剧奖·曹禺剧本奖”。此次改编上
演，由梅花奖得主、厦门金莲
高甲剧团团长吴晶晶与台湾戏
曲学院客家戏老师李文勋、歌仔
戏老师邱秋惠领衔主演，台湾青
年剧团 80多名师生参演。
吴晶晶告诉记者，
“阿搭
嫂” 是闽南传统社会对爱管闲
事、好打抱不平却时常不被理解
的人的称呼。她说：
“但行好事，
有难相帮是中国人的古训美德，
这种价值观在两岸之间也是共
通的，
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因
此，演出现场十分火爆，远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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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表演阿搭嫂
的吴晶晶、李文勋、邱秋惠，三人
都擅长“反串”，也都是跨行当
演出。她们很少演妙龄女子，而
多演丑角。因此，三人共饰阿搭
嫂，
演起来充满挑战又很过瘾。
“刚开始时，我们也会出现
缝隙，好像不是太吻合，但是通
过慢慢磨合，到正式演出时，就
已经完全搭上了。”吴晶晶说。来
自台湾的李文勋则说，同一台戏
呈现出三个不同的剧种，这样的
创意尝试，对她而言是首次，因
此感觉特别新鲜、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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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两岸艺术教学的串
联也是此次合作的一大亮点。
2017年 2月，吴晶晶率团到台
湾戏曲学院进行表演教学；今年
1月，厦门又专门为台湾青年剧
团举办了为期一周的“闽南传统
艺术种子培训”冬令营。
台湾戏曲学院校长张瑞滨
表示，此次联合制作是为了更好
地培养年轻的戏曲人才，期待两
岸的传统戏曲艺术共同精进，增
强多元化和趣味性。>9:8;-88

./E FGH IJL“殇
路——
—陈农摄影展” 于 6月 9
日至 6月 25日在厦门市思明
区大学路 131号－1举行，将
展出陈农近年来创作的多件摄
影代表作品。据介绍，
陈农出生
于福州，
职业艺术家。主要作品
包括三峡系列、磁器口系列、
胡同系列、面具系列、圆明园系
列、登月系列、荷塘系列、黄河
系列、
和飞系列等。
陈农的影像创作从题材到
手法，天马行空、古今穿越，看
似荒诞的画面贯穿着对历史题
材的反刍式思考以及对当下现
实热点的关注。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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