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秦华文丁友明 图）
昨日上 午 ，“ 青 青
子 衿 —— 郑 州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新 进
教师作品展”在郑
州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开幕，展出 9 位郑
州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的 青 年 教 师 的 作
品百余件。

据介绍，本次
展览展出付玉峰、
崔俊峰、邬秉豫、张博、王博
纳、褚纪亭、薛峰、牛雯雯、汪
梅等 9 位新近加入郑州大学
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的百余
件成果。经过漫长的求学之
旅，9位作者学有小成，其中一
些作者已经在画坛崭露头角，
在一些比赛中获得重要奖项。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展
出的百余件作品涵盖国画、油
画、雕塑、设计与艺术史研究
等多个领域，风格各异，作者
们用独特的艺术语言展现了
对艺术、对生活的思考。本次
展览将持续至5月 30日，免费
对公众开放。

青年教师百件作品郑大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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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融合中国梦与世界梦

在《视觉》板块，市民将可欣赏到主宾国影像展
（意大利）。意大利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点和“一带
一路”的交会点，与中国的情缘可追溯千年。今天，
我们已经生活在视觉的时代，影像提供了越来越多
语言所无法保留的内容。它不仅是人类观看经验
的一种图示，也是对历史细节的真实留痕。伴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实施，两国之间将不断获得
更多的文化交流机遇，并反馈到影像艺术上，顺应
时代潮流，将中国梦与世界梦融通融合。

在《四季无限》板块中，艺术家用心血凝结成自
然朴实的镜头语言，显示出生命的质感和人性的魅
力。李学亮在新疆 30年的拍摄历程中，自驾车走
遍天山南北，行程 160余万公里，多次出入生命的
禁区罗布泊及无人区阿尔金山。最让人不能忘怀
的是，为了填补影像空白，他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昆
仑山冰川。《四季无限》将带观众沿着古丝绸之路，
领略到新疆的雄伟与壮丽，感悟到造物的神奇。

除了上述这些精彩的板块，郑州国际影像双年
展邀请展还包括《城是城非》《当代影像的界限》《工
业景观&空间城市》3个板块，热爱摄影的市民不要
错过。

全球摄影佳作聚绿城
中西影像文化大碰撞

——郑州国际影像双年展之邀请展亮点抢先看
本报记者 杨丽萍影像是

可以跨越民
族、地域和
文化差异的
视觉语言。
18 日，2018
中国国际摄
影艺术节、
中国第17届
国际摄影艺
术展览（以
下简称2018
国际摄影节
展）将在郑
州市启幕，
作为节展的
重要组成部
分，郑州国
际影像双年
展由邀请展
和交流展两
个 单 元 组
成，邀请展
都有哪些精
彩展出？有
何亮点？记
者今日带你
一睹为快。

电影《猛虫过江》开启全国路演

小沈阳宋芸桦到郑送欢乐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文 李焱 图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欧豪、
海铃领衔主演，根据钱莉芳中
国科幻银河奖获奖同名小说改
编的东方科幻剧集《天意》正在
优酷视频全网独播。剧集自 10
日首播以来，网络话题热议不
断，剧中的反套路戏码以及呈现
出的科幻、东方文明、喜感三者相
互交织碰撞，引来不少网友点赞。

剧集《天意》讲述了宇宙未知
力量女羲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
开展“人类计划”操控人类繁衍及
权力更替，在这个过程中少年天
才韩信（欧豪饰）被其选中，嬴政
（乔振宇饰）、刘邦（张丹峰饰）、项
羽（于济玮饰）等英雄儿女也纷纷
牵涉其中……《天意》将时间倒推
至两千多年前的世界，让东方文

明起源与宇宙、与科幻相碰撞。
剧集中，无论是女羲的造

型、海底的飞船，还是所展示的
全息大数据投影仪、时间暂停装
置、隐身衣、无影剑等武器装备，
以及时空折叠、虫洞、四维空间
等名词，科技与古老文明的碰撞
无处不在，让整个故事极具新鲜
感。同时，剧集别出心裁地融入
了喜剧元素，将喜感穿插在人物
成长、角色互动、造型等方面，使
剧集整体更具娱乐性及可看性。

在已更新的剧情中，欧豪饰
演的韩信层次感十足，萌点、燃点
俱全，得知好友死讯时的难过落
泪、与士兵河中打斗技能满点等，
令人印象深刻。而乔振宇也在剧
中有亮眼表现，圈粉无数。

《天意》首播口碑不俗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
昨日从市文广新局获悉，为迎
接“六一”儿童节，关爱贫困儿
童，大型经典童话剧《木偶奇遇
记》5 月 19 日将在巩义市演艺
中心精彩上演，届时将邀请巩
义市贫困儿童以及乡村特困学
生到场免费观看。

童话剧《木偶奇遇记》通过
皮诺曹的种种曲折、离奇的经
历，表现小木偶热爱正义、痛恨
邪恶、天真纯洁的品质，教育儿

童要抵御种种诱惑，做一个诚
实、听话、爱学习、爱劳动的好
孩子。表演过程中，演员们将
与小观众展开互动，让孩子们
零距离与他们向往的童话人物

“对话”。
由巩义市文广新局主办的

此次活动旨在让孩子们感受童
话舞台剧的精彩，提升巩义市
儿童文化欣赏水平。该活动是
巩义市开展文化扶贫工作的一
项重要内容。

《木偶奇遇记》迎“六一”

20182018中国国际摄影节中国国际摄影节关
注
关
注中国第17届国际摄影艺术展

郑州影像双年展坚持国际性、专业
性、群众性，突出影像作品首次呈现原则，
以开放的姿态、开阔的视野，为不同民族
文明互鉴、文化共融搭建平台。在郑州国
际影像双年展之邀请展单元，来自中国、
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优秀摄影作
品将分为 8个板块展出，市民可近距离欣
赏到众多极具艺术性和美感的艺术家摄
影作品。

改革开放前后几年间，一批国外摄影
师来到中国，记录了当时的“素颜”中国，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的社会状态和进
程、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摄影师用影像记录壮

丽的时代。在“《中外摄影对着拍》——庆
祝中国改革开放 40年摄影展”板块中，中
外摄影家的不同视野，中西影像文化的亲
切碰撞，将形成跨越时间的对视，为观众
再现壮丽的时代，追溯发展的足迹。

《鸟瞰地球》板块将展出法国著名航
拍摄影师雅安·阿瑟斯－贝特朗在五大洲
80多个国家拍摄的195幅空中摄影作品，
关注动物、地球生态和环境保护问题，记
载了我们共同生存的行星上存在的奇
迹。展出作品壮美奇异，又蕴含人类生存
危机的忧患意识。

《马与马》板块是雅安·阿瑟斯－贝特朗
和中国以拍摄马享誉海内外的摄影家李刚

的主题联展。《马与
马》虽是东西方文
化背景下的不同影
像语言，却都在传
达着关于马与人类
之间源远流长的真
挚情感。

云集国内外摄影大师佳作

黑帮动作喜剧电影《猛虫过江》日前正式开启全国路演，昨日下午，导演兼
主演小沈阳携主演宋芸桦空降郑州，在郑州财经学院与观众分享了电影拍摄过
程中的幕后故事，幽默感十足的小沈阳自带笑料包袱，活动现场笑声不断。

笑咖云集炮制暑期最强喜剧
《猛虫过江》是小沈阳的第一部导演作

品，影片讲述了两位东北农村青年，机缘巧
合从东北来到台北，大闹台湾黑帮社团的
喜剧故事。影片集结肖央、刘桦、杨树林、
李立群、金士杰、陈汉典和纳豆等知名演
员，浓郁的东北地域特色混搭恬静的台式
小清新炮制出暑期档最强喜剧。华丽的演

员阵容再加上历经三年时间打
造的剧本，让观众对小沈阳首次

当导演的表现格外期待。
谈及影片名字的由来，小沈阳解

释说：“其实就是想直白地告诉大家，
这是一部喜剧，影片中所呈现出来的喜剧
元素也都是我这么多年积淀过程当中最
猛的笑料，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
喜。”小沈阳说：“这些年我一直跟观众打
交道，在逗乐观众这件事上还是很有自信
的，我心里有观众，观众心里也有我，希望
大家能走进影院大笑一场。”

小沈阳透露，为了保证电影“笑果”，
他们在拍摄过程中专门成立了“包袱部”，
由妻子沈春阳担任组长，在金士杰、李立
群等南北喜剧大咖的把关下，为影片贡献

了很多笑点和思路。
凭借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等一个人

咖啡》等吸粉无数的演员宋芸桦作为电影
《猛虫过江》的主演，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相较于以往大银幕上的清新形象，宋芸桦
首度尝试冷酷的打女角色，“《猛虫过江》
会让大家看到另一种状态下的我，希望观
众们都会喜欢。”宋芸桦说。

高歌猛进“猛虫挑战赛”火遍全国
影片自定档以来，便被公认为暑期最

强喜剧片，此前更是颇为新意地推出多支
预告，引发万众期待。在接下来的日子
里，小沈阳还将携片中主演走遍全国各
地，与观众一同开启“猛虫挑战赛”，包括
唱歌、跳舞、角色扮演、脱口秀、吃货比拼、

电竞在内的种类繁多的互动形式大大拉
近了观众与明星之间的距离。所到之处
一路惊喜，一网打尽各路笑点，也让小沈
阳本人惊呼“原来高手在民间”。

《猛虫过江》郑州与其他站路演区别
于传统见面会形式，可谓是将亲民进行到
底，几位主演时而化成高校食堂工作人员
为学生打饭，时而化成街头歌手唱歌快
闪，时而又变身美食达人与粉丝一同大快
朵颐，片中主演把大银幕上的喜剧元素化
作生活中的点滴传递到大江南北。

影片即将于 6月 15日与全国观众正
式见面，“猛虫挑战赛”的全国路演活动已
全面启动，接下来电影的各位主创、主演
还将到其他城市与观众进行近距离的交
流互动。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冯巩、
崔俊杰执导，冯巩、毛俊杰、刘昊
然、牛莉、贾玲、张小斐、岳云鹏
等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幸福马
上来》将于 6 月 8 日全国上映，
昨日影片曝光了一组主演冯巩
无替身挑战高难度动作戏的剧
照，冯巩年逾花甲亲自上阵的敬
业精神令无数网友深深感动。

一向以“幽默先生”形象示人
的冯巩，之前从未与动作戏结缘，
却以花甲之龄，在《幸福马上来》
中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猛动
作打戏。扒车、跳车、跳楼、飞踹、
空翻……此次曝光的剧照，揭开
了电影《幸福马上来》中精彩动作
场面的冰山一角。冯巩并亲自上
阵认真完成每一个动作。

《幸福马上来》是冯巩继《心
急吃不了热豆腐》《别拿自己不
当干部》后，时隔十年重回电影
银幕之作，讲述老牌“调解超人”

马尚来（冯巩饰）与“调解界新
秀”茅雪旺（涂松岩饰）为分出谁
是“山城调解第一人”，率领各自
的调解天团展开一场场奇招尽
出爆笑调解大作战的故事。片
中融入方言、动作等元素，使影
片在接地气的同时又兼顾潮流
感、富有喜剧色彩。

演员都奉献了自己颇具喜感
的演出：“调解老炮”冯巩借宿

“搞事天王”涂松岩家中，约法三
章却自己破戒，坑哭涂松岩；“占
尽先机的“碰瓷天王”岳云鹏意外
遭遇“反碰瓷”，令人捧腹不禁；性
感女神”毛俊杰撞上“霸道女总
裁”牛莉，火花四溢；“吵架天后”
贾玲精彩亮相，不仅 COS 玛丽
莲梦露的经典造型，还大秀舞蹈
一展喜剧天赋。而一向以帅气
机敏形象示人的河南演员刘昊
然，在影片中的造型非常接地
气，他的加盟让影片更具看点。

冯巩《幸福马上来》挑战动作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