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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厦门日报书画院·艺术冬令营招生的消息一经推出，就迎
来咨询报名热潮，目前，书画、儿童画、围棋、机器人编程班等各班报名
火爆。恰逢厦门日报书画院成立两周年，学员们可以享受到一波今年
最大的优惠，想报名的同学，请速速跟深田小书童联系吧！

跟青年书法家
一起破解碑帖密码

厦门日报书画院成人临帖班开始招生
临帖是学习书法的第一步，
不可逾越，
也是书法家
一辈子要做的事。书法艺术中的技法，
结字、
章法、
气息
无一不从古人的经典碑帖中来，
你的临帖能力，
“吃帖”
深不深，
直接决定了你的创作自由度和高度。
很多人喜欢书法艺术，但并不知道解读碑帖，不
知道临摹方法和意义，当然更谈不上欣赏碑帖中蕴含
的美。有些人跟某位老师或在某个培训班学过一段
时间书法，但脱离了老师，面对一本新的碑帖的时候，
还是一片茫然，无从下手。
喜欢书法的你也有这种困惑吗？厦门日报书画
院成人临帖班即日起接受报名，授课老师均为青年书
法家，专业扎实，全国展赛屡有获奖，临帖、解读碑帖、
创作能力出众。老师们将列举不同书体的经典代表
作，为学员讲解、分析、示范，教大家掌握读帖、临帖的
方法。
有兴趣就赶快报名吧！
精品小班：6-12 人，人满开班。
课程设置：共 10 课时，
每次 2 课时，共 5 次课。
上课时间：每周三上午 9：
00-12：00
学费：1500/人
上课地点：深田国际大厦二楼

艺术冬令营报名火爆
再添诱人福利
书画、儿童画、围棋、机器人编程班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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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漆仙鹤纹亭
18 世纪
日本
高 25.8 厘米 长 14 厘米
清宫旧藏
方亭式，三重檐。内附盘一、盒六。基座髹
黑漆，
中部以沃悬地的方格窗棂饰之。重檐上用
蛋壳碎片拼接为地，
其上满饰高莳绘仙鹤纹。以
建筑造型制作盒子，
可谓独特新颖，
别开生面，
在
清宫旧藏的日本漆器中仅此一件。
（王翯）

圣诞月相约深田学古琴
岁末年终，想学一门新技能犒劳自己？
听天籁之音，研抚琴之道，结知音良友，宏传统文
化，就在深田琴苑。
深田琴苑古琴初级班开始招生啦！龙人古琴专
业师资、精品小班授课，让您轻松学会古琴基本指法，
本月报名古琴小班课即送价值 300 元古琴单曲一
首。周一至周五白天（9：30—11：30）
（15：00—17：
00）学员还可免费到琴苑练琴。
授课老师：李晓丽，龙人古琴研究院讲师，龙人古
琴厦门琴馆馆主，厦门市古琴艺术协会副会长，闽南
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琴讲师。
招生对象：
成人、少儿（年满 7 周岁以上）
学费：
小班课（6-10 人）：一期 24 课时，每次 2 课时 90 分
钟 学费：3600 元/人（人满开班）
一对一课（适合有基础学员）：
一期 12 课时，
每次 1
课时50分钟 学费：
4200 元/人（时间可预约）
上课时间：小班课（周三或周五晚上 19：00—20：
30，或周六上午 9：00—10：30）
上课地点：深田国际大厦二楼

早鸟价、特惠价

两周年院庆优惠多
今年恰逢厦门日报书画院成立
两周年，为感谢各界支持，冬令营特
推出早鸟价等一系列优惠：1、书画类
课程 12 月 15 日前报名缴费的学员享
受 9 折；2、书法和绘画类课程同时报
享受 9 折；3、老学员带新学员一起报
名缴费各优惠 100 元，带 2 名新学员
优惠 200 元，以此类推；4、机器人课
程 8.5 折特惠。
据悉，这也是本年度书画院推出
的最大一波优惠，详情可拨打电话或
微信扫码咨询小书童。

师资强、环境好
以上课程咨询电话：

5531188
18059299516
扫码咨询
上述课程详情

时隔三年将再来鹭岛开唱
汪峰昨日提前抵厦见歌迷
“骨子里的中国
青花汾酒之夜·汪峰
2017 岁 月 巡 演 厦 门
站”
媒体见面会，
昨日
下午在佰翔五通酒店
召开，
汪峰朴素登场，
为 12 月 16 日的厦门
个唱提前预热。据他
透露，时隔三年再来厦门，除了现场表演、舞台设置及
制作水准都变得更加成熟，他还将给厦门的歌迷带来
特别的优待：
全新专辑的多首歌曲将尽可能多地呈现。
三年前
“峰暴来临”
汪峰巡回演唱会厦门站因高含
金量的音乐品质、气势恢宏的制作规格，
回味至今的深
远影响，
成为近年来国内摇滚演唱会市场的口碑之作，
备受厦门众商及乐迷朋友的厚爱。三年之后汪峰带领
岁月巡演再次来到厦门，
在前几站高口碑的影响之下，
厦门站演唱会同样有着一贯的质量保证。
此次演唱会自发布以来备受关注，为了保障此次
演唱会的演出舞台效果，主办方耗资上千万元打造
X-man 机器人舞台，其寓意是链接虚拟与显示，代表
了时间跨越、科技和智能。加上 3D 投影技术的运用，
将千变万化的光影特效表现得淋漓尽致，呈现极致酷
炫的视觉效果。同时，世界顶级灯光师亲自操刀，只
为呈现一场奢华的音乐体验。而汪峰根据本人全新
心路历程歌单编排，更加入尽可能多的新歌演唱，长
达 3 个小时之久的演出，经典与创新，亮点不断。
媒体见面会结束后，汪峰也将开始投入深圳和厦
门站演唱会的工作中。而在厦门站倒计时 9 天的这
段时间里还将会有更多的消息释出，想知道最新资讯
的歌迷可以关注天视文化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了
解更多。
（美婧）

文学经典《简·爱》首登芭蕾舞台
上海芭蕾舞团同名舞剧优雅来袭
闽南大戏院院庆五
周年好戏不断,首场舞
剧演出项目上海芭蕾舞
团《简·爱》,将于 12 月
8-9 日亮相，这也是文
学经典《简·爱》首登芭
蕾舞台，该剧曾荣获第
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
剧舞蹈诗评选作品、编
导、表演金奖。著名编
导帕特里克·德·巴纳根
据同名小说改编，保留了原著的人物角色和故事框
架，同时发挥了芭蕾舞优雅温婉的特质，其服装和道
具方面也再现了十九世纪淡淡烟雾的英伦特色。
《简·爱》三位主演分别是上海芭蕾舞团首席演员
吴虎生、第三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比赛女子青年组银奖
戚冰雪、第三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比赛暨编舞比赛青年
组女子铜奖孟繁宇，他们将联袂演绎现代芭蕾舞剧
《简·爱》，带你感受脱胎于经典的情欲纠葛，闪耀于世
界的现代芭蕾。
（郑文华）

老学员续报冬令营
邓同学是深田隶书班的老学员，
第一时间报名冬令营书法班。邓妈
妈说，孩子之前做什么事都静不下
来，自从上了厦门日报书画院的书法

班后，不仅安静了很多，字也进步很
大，现在对书法很有兴趣，还会教大
人欣赏书法。
“ 我信任书画院的管理
和老师，
所以毫不犹豫就报了。”
像邓妈妈这样的家长还不少，12
月 5 日，一位孩子妈妈到书画院咨询
报名事宜，一来就很心动，
“书画院的
环境太好了，很有文化气息，我看了
都想来学。”该家长得知早报有优惠，
立马为两个孩子报了名。
师资强一直是厦门日报书画院艺
术教育的优势，
课程老师都经过书画院
的严格审核，
专业过硬，
富有教学经验，
在各自的教学领域都取得一定的成绩。

围棋、儿童画、机器人
课程丰富乐趣多

本届艺术冬令营，除了书画传统
课程外，还新增了儿童画、围棋、机器
人编程班。儿童画班，
由青年漫画家、
厦门漫画协会副会长朱少伟执教，朱
老师是《意林》特约插画师。三百多张
作品发表在《讽刺与幽默》
《美术报》等

刊 物 ，且 有 多
年的教学经
验 ，对 画 画
感兴趣的小
朋友不容错
过。
围 棋 对
弈不仅锻炼孩
子的集中力、观察
力、思考力等，还可以
培养协调能力和独自解决问题的能
力，围棋老师由厦门煜辉棋院的专业
老师担任，很受孩子们欢迎。同样受
欢迎的还有机器人编程班，通过对机
器人进行搭建、编程和控制，
提高动手
实践、勇于探索和团结协作的能力。
趁着寒假，让孩子们多来体验动
手动脑的乐趣吧！
报名电话：

5531188
18059299516
扫码进群报名

厦门日报书画院
第二期隶书名家班开课啦！

12 月 2 日下午，在厦门日报书画院深田基
地，来自不同行业的书法爱好者汇聚一堂，由厦
门日报书画院院长叶韶霖授课，为期 12 课时的
隶书名家班正式开班。
第一节课，叶老师即开宗明义，强调书法的
学习有内在规律，不只是手头的技能，平时要广
泛搜集资料，纵观书法的发展，熟悉历史文化，将
其融入书法的学习与研究中，通过专题班，对书
法史宝库中隶书的艺术风格领域深入认识，并推
而广之，
建立对书法的判断与鉴别能力。
叶老师为学员们现场示范了隶书绞转线条，
教
大家如何用笔，
并应用到创作中。他还对学员的习
作进行指导，
向每位学员提出以后发展的路径，
大
家听得津津有味，
充分感受到书法的艺术魅力。
作为厦门日报书画院的特色课程，书画名家
工作室大受欢迎，叶韶霖名家班已开办两期，本
期是继上个月叶韶霖老师魏碑班结课后，为让书
法学习更有延续性、系统性而续推的名家课程，
学员们反响热烈，短短几天名额就报满，其中不
乏魏碑班的老学员。

“禾山杯”社区足球赛
圆满落幕
由禾山街道主办的 2017 厦门市第二届“禾
山杯”社区足球赛在历时一个多月，76 场精彩纷
呈的比赛后，于 12 月 2 日落下帷幕。湖里村里社
区足球队问鼎冠军，湖里金海社区足球队斩获亚
军，湖里金安社区足球队代表队收获季军，海沧
海林社区获殿军。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届社区足球赛打造“体
育+慈善”的创新模式，赛事连同湖里区慈善会
发起社区足球慈善盾活动——为环卫工人捐献
爱心早餐。据介绍，本次社区足球慈善盾活动已
经能为环卫工人提供约 1600 份爱心早餐。
据悉，本周六下午 2 点社区杯冠亚军湖里村
里社区足球队、湖里金海社区足球队将代表厦门
出征 2017 年厦门市第二届“禾山杯”海峡两岸社
区足球冠军赛，迎战来自泉州地区、台湾金门地
区社区足球冠亚军代表，共同促进两岸民间体育
交流。
（青联）

下周五，听郑小瑛老师聊歌剧
二十张入场券免费送出
为庆祝开幕五周年，
闽南大戏院将于 2017 年
12月29日至2018年1月1日上演歌剧史上最灿烂
的宝石《茶花女》和全世界上演率最高的歌剧《卡
门》，
由意大利罗马歌剧院演绎，
现场还有意大利新
斯卡拉蒂交响乐团和意大利西西里合唱团助演，
一
同为厦门市民献上歌剧之乡的新年问候。这也是
厦门首次引进西方原版实景歌剧。
为了让大家对歌剧《茶花女》
《卡门》有更详
细、专业的了解，鹭岛音乐界领航者郑小瑛老师
将于 12 月 15 日 19：30 在闽南大戏院大剧场举办
大型歌剧分享会。郑小瑛是我国第一位歌剧—
交响乐女指挥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第
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她边讲
边演的表演形式被誉为“郑小瑛模式”，备受广大
听众欢迎。
“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是郑小瑛的格言，她
曾说“我很清楚，我们在坚持走一条目前来看是
很小众的一条路。但是它是一个真理，是方向。
一天哪怕是多一个听众，我也是在前进。”在她多
年坚持不懈的推广下，阳春白雪的歌剧和古典音
乐也被越来越多的大众了解和喜爱。
本刊将派送二十张郑小瑛歌剧分享会的入
场券，聆听她讲解世界歌剧经典《茶花女》
《卡
门》。热爱艺术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晓晶）
抢票方式：即刻关注“厦门日报文创周
刊”微信公众号，按照这个活动的相关报道
链接进行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