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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MN OPQR影视
交流是海峡两岸交流的重要内
容，海峡影视季是海峡论坛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两岸影视文
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记者了
解到，今年 6月 16日，第十一届
海峡论坛·海峡影视季将在厦门
举办。
据悉，
本届海峡影视季以“弘

扬中华优秀文化 促进两岸影视交
流”为 主题 ，由“一 会 、一 展 、一
赛”组成，
包括举办第十一届海峡
影视季颁奖晚会、第四届海峡两
岸青年微电影展、海峡两岸电子
竞技邀请赛启动仪式三个部分，
将两岸影视的展示、表彰、论坛、
洽商等融为一体，进一步推动海
峡两岸影视精品宣传展示与影视

产业交流合作。
本届海峡影视季突出家国情
怀、血脉亲情，回望两岸影视交流
交往历程，触发两岸影视人共同
的文化记忆。海峡影视季颁奖典
礼将对最受大陆观众喜欢的台湾
电影、电视剧，最受台湾观众喜欢
的大陆电影、电视剧，最受两岸观
众喜欢的合拍电影、电视剧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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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父亲节，
《海西晨报》将联合
当代影城厦门百脑汇店，为读者
免费送出 60张 《废柴老爸》电
影票。
《废柴老爸》 讲述了一对父
子互换角色后，引发的一系列令
人深思的故事：游戏公司设计师
元大宝，
是一位单亲父亲，
正处于
事业与感情的中年危机。因为忙
于工作以及单亲家庭的状况，大
宝与鬼马精灵且正处于叛逆期的
儿子时常“擦枪走火”。一次，他
带着儿子元小宝前往城堡参加学
校亲子演出的排练，竟然在众人
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神秘的魔
术师用一个魔法箱互换了心智。
换位后的元大宝和元小宝与学校
老师、老板高大尚及投资经理安
吉拉发生了一系列的误会和一系
列爆笑的事件……最后，通过换
位加深了相互的理解，父子间的
关系也更融洽，元大宝从“中年
危机”脱身，
成为人生大赢家。
该片制作阵容强大，由曾荣
获金鸡奖、百合奖等多项大奖的
著名导演周伟执导，喜剧演员王
迅饰演男一号元大宝，年轻演员
黄灿灿扮演女一号安吉拉，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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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海沧大桥、沙坡尾、方特等厦
宝的儿子由演戏经验丰富的邹轩
琦饰演。在该剧中，
梁超、
张伦硕、 门风光。
据悉，此次为了回馈晨报读
九孔等演员也都将有精彩演出。
者，
《海西晨报》联合当代影城厦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废柴
门百脑汇店，共同送出 60张《废
老爸》 于 2016年 9月 8日在厦
柴老爸》电影票，作为父亲节礼
门开机，由开心麻花团队操刀制
物。观众可凭票，于 6月 15日
作。该片也是 100%厦门取景拍
00，在当代影城厦门
摄的电影。在影片中，
你可以看到 （周六）18：
百脑汇店进行观看。 >9:8;-88
白鹭洲白鹭女神像、厦大、鼓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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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着厦门特质来设定。“虽说是
电影 《爱情对话框》 将于 6月
浪漫爱情轻喜剧，但更多的也反
19日在厦门开机拍摄。知名演
映出现实的无奈。恋的背后是
员盛一伦、
陈雅婷、许梦圆、王禹
人，
人的背后是社会。”
将加盟拍摄。
此外，
《爱情对话框》 保留
据悉，这是一部本土出品、
了浓 郁 的厦 门本 土 文化 元素 。
本土题材、本土制作的 “全本
土”院线电影，计划拍摄一个半 “人文情怀、故事背景、闽南风
味，
我们都想尽量保留。”张中
月。据该片导演兼编剧张中亮介
亮说。
绍，
这是一部为厦门量身定做的
>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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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节目等 7项两岸优秀影视作品
进行表彰，体现“两岸一家亲”的
家国情怀。
作为系列活动之一，海峡两
岸青年微电影展将用新媒体形态
搭建展示海峡两岸青年思想感情
和艺术创意的传播平台，增进两
岸青年的互动交流。
据主办方介绍，该活动于今

年 3月 15日启动作品征集，历时
两个月，共征集作品 657部，比上
届增长 33.
3%，作品数量创历史
新高，其中大陆作品 535部、台湾
作品 122部。而在海峡影视季期
间，将发布最励志、最暖心、最清
新、最唯美、最创意、最阳光、最正
义、最情怀、最精致、最生动 10部
最佳微电影作品。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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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应届美
术学硕士毕业生张博林在厦大
艺术学院三道美术馆举办了其
人生中第一个个人油画作品
展——
—“自 然 见 张 博 林 油 画 作
品展”，系厦大艺术学院油画系
首个“90后”学生个展，受到业
界关注。
此次展览共展出张博林近
三年来创作的 63幅油画作品，
以 《都市》《乡村》《草原》《气
息》《漂流》五个系列油画作品
作为呈现，展示了作者对“道法
自然” 的理解与绘画语言上的
实践探索。
张博林出生于 1994年，福
建人，
2012年起开始研究创作
具有东方美学精神的书写性与
诗意化相关的油画作品，后师从
张立平教授，一起游武夷、去海
边、走牧场，走南闯北，在写生中
获得历练和进步。张博林的研究
生导师——
—著名油画家、福建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张立平说：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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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这种心境不仅体现在艺术
语言的纯熟上，而且在作品中呈
现了可视的图景，色彩的浓烈与
华滋、意境的深远与隽永也反映
了他人处青年在艺术和人生上
的冲动和自信。”
本次展览由福建省油画学
会、厦门大学艺术学院主办，三
道美术馆、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美
术系承办，厦门成德禾一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协办。展览将持续至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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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油画艺术家陈俐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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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才开始绘画创作，幼年时父
VR日前，
“‘东方 /造极’台湾
艺术家大陆巡展”在厦门开启。 亲用“砌刀”砌墙工作的记忆，
以及山林里母亲守护孩子的身
此次展览呈现了两位台湾艺术
影，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在没
家近年来创作的艺术精品，其中
有任何美术专业培训下，他自创
包括陈明辉的天目釉艺术作品
数十件、
陈俐维砌画艺术作品六 “砌画”油画，将对父母的爱一
笔一笔砌入故乡山林，受到业界
十余幅。
关注。
陈明辉从事陶艺创作三十
本次画展是陈明辉和陈俐
余载，
曾登上台北中正纪念堂举
维艺术作品首次亮相厦门，也是
办个展，享誉海内外。他长年埋
他们在大陆巡展系列的第一站。
首台北故宫研制天目釉，对数千
展览结束之后作品将在各地陆
年 来 多姿 多彩 的 各朝 陶瓷 、釉
续展出。
料、
五大窑场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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