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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候，“心源抒怀——— 北京画
院作品展”在桂林市花桥美术馆开幕，
原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因此来到桂
林。他在参观画展之后移步美术馆庭
院，在姚奎的壁画《桂林山水歌》前驻
足凝视，感慨良久。因为姚奎的这一代
表作品，是我国第一幅陶瓷镶嵌壁画，
陈履生多年前为姚奎撰写的艺术评论文
章中专门提及这一大作。

姚奎是我国著名的壁画家。 1962
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壁画专业。
曾在国家建筑科学院、中国美术画报社
工作。 1964 年，桂林提出建成东方日
内瓦的发展构想，并准备对外实行开
放，于是邀请国家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
院的一批专家学者来设计月牙楼、展览
馆等建筑。姚奎就是这一时期被邀请到
桂林，受命专门给桂林市展览馆（也即
花桥美术馆）创作一幅近 12 米宽的大
型山水壁画。

到桂林后，意气风发的姚奎深入漓
江沿岸考察写生——— 早期的学习与训练
所形成的工艺与绘画结合的思路，为姚
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几易其
稿，多次实验，最后姚奎用马赛克这种
耐磨耐用的材料，经拼贴、组合、重
构，融装饰性与绘画性、具象与抽象为
一体，创作了这幅获得国内艺术界高度
赞誉的壁画作品。

著名画家吴冠中“文革”结束后来
桂林写生看到了这幅壁画作品，他在文
章中写道：“我在桂林展览馆看到一面镶
嵌壁画，表现了漓江山水的俊俏与清新，
石痕波纹间的线组织中穿流着青春的活
力，令人立即联想到‘江作青罗带，山如
碧玉簪’的佳句。在‘光’‘亮’的庸俗作风
余毒犹在泛滥之际，居然能看到这样的
壁画，惊喜之余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了。原来，这画在十年动乱期间是被有心
人将泥土封盖后侥幸存下来的，我看到
时才刚刚‘出土’。这出土作品的作者
是谁？姚发奎（即姚奎，作者注），他
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1962 年壁画专业
的毕业生。长期受到张光宇、张仃及袁
运甫等老师的教益，难怪我感到作者的
风格是如此亲切熟悉。”

姚奎于 1990 年旅居加拿大，
2000 年回到北京， 2007 年去世，享
年七十一岁。今年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

在北京开会，还谈到这件几十年前的作
品。因为，前辈姚奎先生的这件《桂林
山水歌》，是大家公认的中国壁画的经
典之作！

在创作桂林山水壁画的过程中，还

有一个跌宕起伏、感人至深的插曲。
那个时候，从北方来的姚奎，被桂

林的奇山秀水深深吸引，一有空闲就到
展览馆（桂林市花桥美术馆）附近的漓
江学游泳。当年盛夏的一天，他受一个

游泳者的怂恿，向漓江对岸游去。可游
到江中，他感觉无力游过江了，于是转
身回游。就在这时，被湍急的江水卷入
水中。在岸上的同伴急得大喊救人！此
时，一位在岸边休息的桂林青年，飞身
跃入漓江，飞快地游到江中，将他从水
下顶出水面，并将已处于半昏迷状态的
姚奎托推到了岸边，将他从死神那里拉
了回来。

桂林青年救了他一命，他也为桂林
留下了一件难得的艺术瑰宝。这个传
奇，成为他对桂林永远的不舍和铭记！

如今，作为桂林市花桥美术馆镇馆
之宝的《桂林山水歌》壁画，得到了美
术馆很好的保护。经清洗护理、重新设
计布置光源，这件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
代、我国第一幅陶瓷镶嵌壁画经典作
品，带着时间的痕迹和历史的包浆，历
久弥新，熠熠生辉，重新焕发出她应有
的艺术魅力，给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桂
林增添了一处可以赏读的艺术之景。

本报讯（记者张弘 文/摄） 12 月 6 日，由桂林市中华文化促进会、
桂林市美术馆、桂林市同方培训学校联办，桂林漓江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研究
会协办的“桂林高校教师书画摄影作品展”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荟萃
了 136 幅书画摄影作品。六十多位作者主要是来自桂林７所高校的教师。
开幕式后，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也在美术馆举行。

此次参展的书画摄影作品，以多样的风格和多元的组合，诠释了作者们
对生活的感悟。既有龙飞凤舞的书法，又有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的美术
佳作，还有追光逐影构图奇巧的摄影作品。展现了作者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和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桂林市文促会主席袁绪祥在开幕式上说，桂林山水秀甲天下，斯山斯水
钟灵毓秀。高校教师们的艺术创作，是对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对
桂林市委市政府提出“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方略的
积极响应。古道今承，今天在这里举办“桂林高校教师书画摄影作品展”，
就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桂林本土文化，为中华民
族的文化复兴奉献力量。

桂林国际电线电缆集团:

“减负”政策走进来 助力企业走出去

桂林高校教师书画摄影

作品展在市美术馆举办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记者史竞男）世界首部全手
绘油画电影《至爱梵高》将于
12 月 8 日起在全国公映，通
过大银幕上流动的梵高油画笔
触，让观众一览这位后印象派
绘画大师的风采。

据介绍，影片展现了梵高
的一生，以送信人的视角，通
过梵高与弟弟提奥的信件以及
和梵高一同生活过的人们的回
忆，试图还原这位艺术大师的
真实面貌。

据影片宣传方介绍，该片
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整部电影时长仅 95 分钟，制
作周期却长达 7 年，制作团队在全世界找了 15 个国家的 125 位画家，深入
调查了梵高生前的 800 封书信，一共画了 65000 张油画，然后以 12 幅/秒
的速度叠加成这部油画电影作品，让梵高笔下阿尔勒的卧室、罗纳河上的星
夜、麦田里的乌鸦栩栩如生。

该影片在今年第 20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爵奖最佳动画片奖。在
电影中为“梵高”进行中文配音的音乐制作人张亚东说，希望通过独特的影
像表达，让观众更好地理解梵高的艺术人生。

世界首部全手绘油画电影

《至爱梵高》今日起全国公映

▲桂林高校教师书画摄影作品展现场

▲《至爱梵高》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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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在企业的发展之路上，是
不可或缺的。

对于这一点，桂林国际电线电缆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一路走来，感触尤其深
刻。

桂林国际电线电缆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 1954 年。该公
司旗下的“澳大利亚电线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澳洲公司）是经中国
外经贸部批准，由集团公司前身桂林市
电线厂在 1992 年投资购买的境外企
业，是中国首批 50 家境外投资带料加
工企业之一，率先迈开“走出去”的步
伐。

2005 年该公司将企业改制为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规模在广西电线电缆行
业中排名前列，连续多年名列全国同行
业出口前茅，也是广西机电产品出口大
户。桂林国际电线电缆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英才园生产厂区、秧塘园生产厂区
等国内生产基地为依托，搭建全国 30

多个营销网点和以澳洲公司为代表的国
外营销网络。

由于境外业务占比较高，受国际市
场影响较大，尤其是 2008 年全球经济
危机以来，行业走入低谷，公司年销售
额徘徊在 10 亿左右。近年来，在该公
司团队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政府、税务
部门以及银行机构的大力支持下，今年
该公司年销售额预计可达 20 亿。

“虽然收入增长了，但是市场的波
动依然存在，”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我们非常感谢的是国家的税收政策对
于企业发展的支持，这样的支持是多方
面的、实打实的、稳定的、可持续以及
可预期的。”

作为一家涵盖境外业务的公司，最
明显的感受在于退税效率的显著提高。
在以往，从办理出口退税业务到收到退
税款需要耗时 1-2 个月，而自税务部
门推行出口企业分类管理和无纸化申报
以来，作为出口一类企业，该公司在

5 个工作日就能办理到位，一站式的窗
口服务大大提升了办税效率，缩短了退
税周期。办税效率的提升，惠及企业，
更惠及整个行业的发展。

除了办税效率上的提升，“减税降
负”政策落地到企业，还带来了实打实
的优惠。自 2016 年 5 月，营改增全面
推广以来，受益于抵扣范围的扩大，当
年营改增取得进项税扣除 62 万元，今
年 1 — 10 月该项扣除已经突破 100
万，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

“作为一家发展中企业，我们在厂
房建设、设备引进方面有较大的投入，
以前这些方面不能抵扣，”公司负责人
表示，“抵扣范围的扩大，给企业发展
带来了良好的机遇，让我们有信心和动
力，也有底气，加大投入以增强企业后
劲。”

根据市场需求和公司发展规划，
2006 年集团公司在桂林市和高新区各
级领导的支持下，完成了英才科技园项

目建设。企业在职员工 1000 多人，年
销售产值 25 亿元。企业在秧塘园新区
新增的厂房和设备亦在稳步推进之中，
项目全部投产后可以形成年产 30 亿元
的生产能力。

接下来，乘着“减税降负”的东
风，企业还将继续深挖以广西、湖南 2
省区为中心的全国市场，同时加大出
口，以澳洲市场为中心，往新西兰、东
南亚等地拓展市场，让“中国制造”走
得更远。 （秦念 阳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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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尊敬的山水阳光城 10#楼 3-2-2 号房
陈琪业主：

贵户的不动产权证已办理好，现特
通知你前来领取 . 请于本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前来领取，逾期将按合同约定
收取保管费。

桂林市泰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12 月 8 日

桂林信和信健康养老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拟调整的信和信·桂林智慧健康
旅游产业园 31#-44#楼、 131#-153#
楼总平面图已经我局审查，根据《广
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办法》要求，现将该规
划予以公示，公开征求相关利害关系
人的意见。

该项目位于中隐路延长线；其他
详细情况请到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咨询。申请人和规划地段内
利害关系人如果对该规划有异议，请
以书面形式将具体意见(署真实姓名和
有效联系方式)于公示期内送达桂林市
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系电话：
0773-5590766)。

公示期：自公示刊登日起，至顺
延满 30 日止。

公示网站：www.lingui.gov.cn
（详见临桂住建——— 公示公告）

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 年 12 月 6 日

公 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要求，现将我局拟批刘润宏委托广
西中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七
星区六合路 53 号危旧房重建修建性
详细规划》方案予以公示（详见规划局
一楼公示栏和公示网站）；

该项目位于六合路 53 号。规划用
地面积 64 . 5 平方米、计容总建筑面积
40 平方米、容积率 0 . 62 、建筑密度
62%、建筑高度 4 . 35 米。

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
请以书面形式将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
效联系方式)于公示期内送达临桂区西
城中路 69 号创业大厦西辅楼桂林市
政务中心三楼桂林市规划局窗口(联系
电话：5812513)，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
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限：自公示刊登日起，至顺
延满 30 日止

公示网址：www.glghj.gov.cn
桂林市规划局

2017 年 12 月 7 日

公 示

公 告
左雪菲：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人民法
院（ 2017 ）灵执协通字第 207-1 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即时起依法注销
左雪菲原使用的灵 014 国用（ 2012 ）
第 01433-1-510 号土地证，并依法将
该不动产转移登记至李昀潞名下。

特此公告
灵川县不动产登记局
2017 年 12 月 7 日

桂林市中旗房地产有限公司、桂林市
中森房地产有限公司 、蒋华 、唐小
明、唐小森、蒋槟岭：

因你方下落不明或拒绝签收或地
址变更，现依法以公告形式向你们送达
蒋玉銮将临桂区人民法院(2015)临民
初字第 1244、1245、1246、1247、
1248 号民事判决书和桂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6)桂 03 民终 1222、1223、
1224、1225、1226 号民事判决书中确
定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滞
纳金、担保权益等)转让给桂林致盛房
地产策划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即视为上述债权
转让通知送达给你们。请你们向桂林致
盛房地产策划有限公司(联系人：骆林
源，电话：13707831222)履行上述判
决书中你方的全部义务。

特此公告。
债权人：蒋玉銮
2017 年 12 月 6 日

公 告

欢 迎 来 稿 ， 投 稿 邮 箱 ：
glrbszwxxb@163.com

本报讯（记者张弘 文/摄） 12 月 3 日— 27 日，架上绘画双重奏———
黄志华素描油画作品展在桂林市花桥美术馆举办，展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美术系教授黄志华的绘画作品 140 多幅。

黄志华 1956 年生于广西平乐，先后毕业于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
系专科、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本科和文艺学研究生班，曾赴天津美术学院油
画系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进修访学。现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外聘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西油
画艺委会委员、广西油画学会理事。

从 2008 年开始，黄志华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可以被称为“图像并置”的
观念绘画作品。所谓“图像并置”就是用油画复制同一个人物不同时期的照
片，并将两个或多个照片复制品并置在一起，组成双联或多联画。在中外电
影明星作品之后，黄志华创作了《文艺女兵》《青春年代》《民国与当
代——— 当红歌女》和《民国与当代——— 银幕花旦》等作品，通过并置，呈现
不同时代同龄人的不同流行时尚和不同审美趣味，这些作品在题材和主题上
算得上是对电影明星人物作品含义的拓展。再往后，黄志华创作了一组中国
政治人物图像并置作品。他的“图像并置系列”还包含 4 幅名为“戏剧人
生”的组画，描绘的是钱浩梁、刘长瑜、谭元寿和杨春霞分别在革命现代京
剧《红灯记》（李玉和和李铁梅）、《沙家浜》（郭建光）和《杜鹃山》
（柯湘）中扮演角色的剧照和他们本人晚年时的生活照，正如标题“戏剧人
生”所显示的，这组作品呈现的是戏剧舞台上的英雄气概与现实生活中的真
实生命之间的强烈对比与巨大反差。

黄志华素描油画作品展

在市花桥美术馆举办

黄志华素描油画作品展现场

姚奎《桂林山水歌》陶瓷镶嵌壁画 257 厘米×1160 厘米 1964 年 (现存于桂林市花桥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