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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蒋芳

作为首位以个展形式登陆米兰三年展
的中国设计艺术家，马聪一直很自信。

这位中国本土设计师曾囊括 2016 年
度德国红点最佳设计奖、 2017 年度英国
100% 设计展“全场最美作品”，四度蝉
联中国工美最高奖“百花奖”……但马聪
说，最令他自信的还是东方美学本身的魅
力——— “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

在日前的开幕式上，三年展总裁冈切
拉多代表主办方将已故意大利著名雕塑艺
术家 Carlo Ramous 的签名作品赠予马
聪个人，以表达其尊重文化、弘扬学术与
创新融合的理念以及对中意文化交流未来
的期待。

这次个展的主题是“园林”，马聪带
来了花窗屏风、仓颉椅、圆缺花插等十多
件设计作品，融合了双面绣、金银箔、漆
艺、木纹金、木作等非遗工艺，建筑藻

井、湖石、宝塔、戏曲、汉字等古典人文
元素，辅以光影特效，构成了他心中趣味
盎然的园景，观者如潮。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马聪
一直在用自己的实践，做好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16 年，获得德国红点最佳设计奖
的作品《回声》，灵感来源于大报恩寺琉
璃宝塔，融合了瓷器、漆器、石雕、木作
等多种非遗手工艺。 2017 年，在英国
100% 设计展上被誉为“全场最美作品”
的《云兮水兮》则融合了苏州双面绣工
艺，在平针绣的基础上融入了乱针绣、打
籽绣，并融入水墨手绘等技法。

1994 年，马聪毕业于厦门大学油画
专业，回南京后在广告公司当了一名设计
师。命运垂青，入行第二年他就捧回了业
内金奖，从此扎下了根。

1998 年，创业的马聪在相继为希尔
顿、凯悦等国际酒店完成设计后，事业打
开了局面。“最初一线品牌不可能垂青一

家小公司。但大牌酒店对时尚元素早已司
空见惯，落地中国市场肯定想要独特的中
国文化。我看明白了这一点，很早就做起
了非遗元素的‘搬运工’。”马聪说。

自谦是“搬运”，但他更多的功夫花
在了设计之外。拿方案前，他总是要拜访当
地博物馆、非遗传承人、手工艺大师，通过
大量现场考察、调研论证后，进行针对性规
划及分析设计，再考虑捏合不同门类的非
遗，使之更加契合设计的人文理念。

马聪认为，昔日的手工技艺融合了技
术与思想才形成一个个艺术高峰，后来手
与心的剥离，则让“技艺”变成了“技
工”。“脱离了时代精神的传承只是廉价
复制。我们做设计，不能只做传统文化的
重复表达或者中国故事的方言表达。”

2015 年，马聪发起“百工造物”创
新非遗手工艺众创平台，吸引了全国 60
多位省级以上美术大师和非遗传承人加
盟。每件产品从设计、研发到制作耗费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传统文化现在欠缺的是如何做好
当代表达和国际表达。我愿意通过自己
的努力把中华文化传播出去，为这个时
代留下彰显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作品。”
马聪说。

本报讯(记者唐艳兰 文/摄)日前，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纳西族
东巴画艺术百年展”全国巡展桂林展在桂林新华美术馆隆重开幕。本
次展览由桂林市文联、桂林市美术家协会、桂林市摄影家协会协办，
桂林新华美术馆承办。

项目负责人、丽江师专东巴艺术学院副院长潘宏义介绍项目时
说，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纳西族东巴画艺术百年展”的创意来源于东
巴文化保护传承的危机。面对危机，项目组对东巴绘画的历史发展和
近百年的传承历程进行了整理和总结，这不仅是在用实际行动保护和
传承东巴文化，也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守望。

项目参展艺术家代表、十七代东巴传人和丽军在谈及创作体会时
表示，“通过‘纳西族东巴画艺术百年展’，我们致敬经典，传承匠
心，守望我们民族最后的精神家园，而且我希望作为民间美术类国家
非遗的东巴画能通过本次国家艺术基金的展览，从民间走向学术，从
田野走向高校，从地方走向全国。这必将为东巴画的发展和创新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悉，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纳西族东巴画艺术百年展”将通过在
全国 10 多个城市的巡回展览，呈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西族东
巴画的百年变迁。该项目共分为三个篇章：“传统篇：致敬经典”，
表现传统东巴绘画的民间之美和朴素之美；“现代篇：传承匠心”，
展示东巴画传承人和纳西族文人画家对东巴绘画艺术表现和美学的探
索发现；“未来篇：守望家园”，展现当代青年及学生对东巴艺术的
学习、理解和尝试。最后，项目组希望通过系列展览、座谈会以及出
版图书画册的形式，呈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巴画的发展风貌，
助力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纳西族东巴画艺术百年展”

桂林展开幕

设计师马聪：

“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

▲“纳西族东巴画艺术百年展”项目参展艺术家代
表、十七代东巴传人和丽军向观众介绍他的作品。

本报讯(记者张弘 通讯员吴宏明)5 月 3 日，由桂林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桂林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共青团桂林市委员会联合主
办，桂林市书法家协会、桂林美术馆共同承办的“墨舞青春———
2018 桂林青年书法家提名展”在桂林美术馆开幕。马一博、石云
端、江松璐、伍燕飞、唐明、黄正鹏、黄耀华、银雁、廖红兵等 9
名多次入选“国展”的青年书法家参加了这次展览。展出的 82 幅作
品既反映了各位青年书法家不同的主攻方向，也集中展示了桂林青年
书法根植传统、多样发展、追求卓越的风貌。

9 名参展的青年书法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锐意探索，形成了各
自独特的风格：马一博，行草书大幅作品跳宕多姿、风致洒脱，隶书
对联深沉朴茂、敦实古雅，草书斗方豪迈而不失雅致；石云端，篆隶
楷行草五种书体均入选过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展览，近年主攻大字
行草；江松璐，篆隶作品于变化中透着素朴大方；伍燕飞，学书从篆
隶入手，后涉及各种书体，善于用笔，掌握了不同风格技巧上的比较
互渗；唐明，擅长隶书，兼篆行楷草诸体；黄正鹏，于章草用功尤
深，取《平复帖》《出师颂》之厚重朴拙，兼擅体势宁静温润的小楷
和篆书；黄耀华，主攻篆隶和魏楷，篆书作品常掺入行书笔意；银
雁，书法五体兼备，尤擅楷书、行书、隶书；廖红兵，学书由颜楷入
手，继学二王、孙过庭，兼有怀素笔意。

据介绍，桂林市书法家协会自 1980 年成立以来，不遗余力地挖
掘桂林书法历史文化资源，吸纳并培养出了一批享誉全区乃至全国的
书法创作、书法教育、书法研究骨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进入
新世纪以来，桂林书坛又出现了一批青年书法骨干，他们创作出了一
批具有影响力的书法作品，在中国书法家协会、广西书法家协会等单
位举办的展览中成绩斐然，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据悉，展览将延续至 5 月 6 日。

“墨舞青春——— 2018

桂林青年书法家提名展”开幕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许茹 董小红)一
支话筒、一副快板、一把吉他，既有流行
音乐组合，也有传统曲艺表演……日前，
成都街头艺术表演项目首批街头艺人正式
“持证上岗”，在春熙路、 IFS 、宽窄
巷子、西村等 30 个点位集中亮相，为市
民和游客奉上悦耳的“艺术大餐”。

今年 3 月底，成都创新推出街头艺

术表演项目，公布了首批街头艺术表演点
位，并从 4 月中旬公开招募表演艺人。
经过公开招募、考核，确定了 47 名艺人
(团队)为首批“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
对街头艺术表演进行规范化、专业化的管
理。

成都市文化馆馆长王健介绍，今后将
对街头艺人进行动态化管理，广泛开展以

音乐类为主的街头演出，支持原创音乐、
支持音乐新人，让音乐人可以“打开琴盒
收费”，市民能够“打赏”支持，打通街
头艺术的“生存通道”。

“相声表演来源于街头，现在回到街
头，能让更多人感受到传统曲艺的魅
力。”刚说完一段相声，还沉浸在观众的
喝彩和掌声中，相声组合“麻辣盒子”成

员吴易得意地举起自己的表演证，“我
们有证了！以前在街头表演要东躲西
藏，以后可以正大光明表演了。”

据悉，今后，成都还将不断促进街
头文化的有序发展，举办“首届成都街
头艺术节”，让街头艺术为城市魅力加
分。

□新华社记者高山

当８０年前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们逐
渐离去之际，一部纪录片再一次把那段黑
暗的历史告诉世界，把那些血与泪的故事
流传给后世。

日前，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犹太大屠杀
基金会出品，美国女导演、奥斯卡奖得主
瓦妮萨·罗思执导的最新纪录短片《女孩
与影像》参加了美国纽波特比奇电影节展
映，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影片讲述了８８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夏淑琴老人的遭遇。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侵华
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当时
８岁的夏淑琴与４岁的妹妹目睹全家被日
军屠杀的惨状，夏淑琴自己被日军刺刀刺
了３次后幸存下来。美国传教士约翰·马
吉用摄像机拍下了诸多日军暴行受害者，
包括幸存的夏淑琴姐妹。

罗思在基金会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
《女孩与影像》是一部有关历史亲历者的
影片，记录了应该被永远铭记的过去。她
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至今在世的恐怕已
经不到百人，而几代人以来，世界都对这
场大屠杀知之甚少。这部影片聚焦于一位
幸存者，记录下她亲历的故事，“这也是
给我们自己的礼物”，有助于更好地了解
我们人类的过去以及自身。

罗思说，有关夏淑琴老人的采访和影
片过去有很多，而自己选择了一个全新的

角度，通过夏淑琴老人的外孙女写给自己
儿子的信，把老人当年的遭遇通过一种更
人性化的角度来告诉给下一代。罗思和剧
组人员在南加州大学犹太大屠杀基金会帮
助下于去年８月抵达中国，进行了为期近
３周的拍摄。

基金会“证言新维度”项目主管基娅·
海斯告诉新华社记者，基金会致力于对发
生在世界各地的大屠杀的历史研究和资料
保存，从２０１２年就开始与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展合作，并且很荣
幸地请到夏淑琴帮助录制证言，“我们希望

能把这些留给下一代、教育下一代”。
影片的电影剪辑师利维奥·桑切斯代

表剧组在纽波特比奇电影节影片展映后的
见面会上与美国观众进行了互动。观众们
对该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纷纷提出各种
问题。

桑切斯对记者说：“影片去年开始拍
摄时恰逢南京大屠杀８０周年，可是这段
历史在西方却没多少人知道，我们希望能
让西方观众更多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记
住过去的悲剧，才能防止历史重演。”

他说，自己最初参加该片的工作时对

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为
此，他查阅了大量资料来了解那段历
史、了解夏淑琴老人，“我们希望以一
种能让世人更容易感同身受的角度来讲
述她的故事，一个坚强的老奶奶把自己
的可怕经历讲给自己的孙辈、重孙
辈”。他表示，这种人性化的视角使得
美国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从多个电影
节的反馈来看，观众都是被深深打动。

桑切斯介绍，《女孩与影像》如其
他纪录片一样，不会在院线大规模上
映，但是会通过电视网以及网络流媒体
平台等多种方式展现给美国观众，当然
也希望能把该片呈现给中国观众。

美国影评家哈维·卡滕日前在评论
该影片时说：“在美国，有诸多影片来
告诉我们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在高
中，甚至可能花一个学期来学习纳粹屠
杀６００万犹太人的历史。但是对于日本
制造的大屠杀，却只在历史课上花大约
２０分钟来介绍。《女孩与影像》再次
提醒我们法西斯主义的危险。”

现场观众约翰·皮尔斯说：“夏淑
琴老人令人敬佩。我深受感动，我知道
日本侵略过中国，但是对于具体的情况
却不了解，尤其是南京大屠杀这段历
史。这部影片很有意义。”

观众斯蒂芬妮·埃达尔认为：“这
是一部优秀的、打动人心的纪录片，非
常真实。我回家后会查阅这段历史，更
多地了解这一切。”

成都首批街头艺人“持证上岗”

“让西方更多了解这段悲惨历史”

——— 好莱坞新片《女孩与影像》讲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故事

■通讯

美国导
演瓦妮萨·罗
思与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夏淑
琴老人在《女
孩与影像》拍
摄现场。

新华网发
(图片由美国
南加州大学犹
太大屠杀基金
会提供)

▲获得德国红点最佳设计奖的
作品《回声》。 资料图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要求，现将我局拟批桂林荣和置地有限责任公
司委托广西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荣和·桃花源著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予以
公示（详见公示网站）；

该项目位于鸡公山以北、两江四湖二期水系以南，桂林市芦笛九华山片区 DK3 —
23 地块内和 DK3 — 24 地块内。

DK3 — 23 地块用地面积 24703 . 9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9898 . 85 平方米【其中
计容建筑 39653 . 18 平方米（其中商业面积 38836 . 94 平方米、公共配套建筑面积
816 . 24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20245 . 67 平方米】，容积率 1 . 61，建筑密度
39 . 46%，绿地率 20 . 25%，机动车停车位 398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2777 个。

DK3 — 24 地块用地面积 26999 . 82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75899 . 18 平方米【其中
计容建筑面积（住宅建筑面积）48975 . 32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26923 . 86 平方
米】，容积率 1 . 81，建筑密度 31 . 02%，绿地率 30 . 65%，机动车停车位 434 个，非机动
车停车位 76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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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2 日

公 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花江校区项目位于桂林市灵川县灵田乡西岸村，建设单位为桂林
电子科技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花江校区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方案调整经桂林市综
合设计院设计完成并报我局审批。为进一步增强灵川县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透明度，维
护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对规划总平面方案的有
关事项向公众公示，并听取意见。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花江校区项目周边群众或利害关系
人若对规划方案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将书面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反馈
到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系电话： 0773 — 6819828 、 0773 — 6812493 ），申
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限： 2018 年 5 月 3 日至 2018 年 5 月 11 日止
现场公示地点：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花江校区项目现场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 年 5 月 3 日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花江校区修建性

详细规划总平面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灵川县八里街第一小学教学综合楼项目位于灵川县八里街第一小学校园内东面，建

设单位为灵川县八里街第一小学。规划总平面方案经灵川县规划设计院设计完成并报我
局审批。为进一步增强灵川县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透明度，维护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对规划总平面方案的有关事项向公众公示，并听
取意见。灵川县八里街第一小学教学综合楼项目周边群众或利害关系人若对规划方案有
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将书面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反馈到灵川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联系电话： 0773 — 6829828 、 0773 — 6812493 ），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
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限： 2018 年 5 月 3 日至 2018 年 5 月 11 日止
现场公示地点：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灵川县八里街第一小学教学综合楼项目现场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 年 5 月 3 日

灵川县八里街第一小学教学综合楼

项目规划总平面方案批前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