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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詹 皓

2021年 11 月 19 日在宝龙
美术馆开幕的“现代的脉动：宝
龙艺术大展” 堪称目前上海滩
分量最重的艺术大展， 再加上
之后接踵开幕的“Rong-源”空
间艺术展、“玩越想象———龙宝

跨界艺术展”和“迎浪当下：花
井介个展”，宝龙美术馆用四
个大展陪你迎接农历新春。

“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作为宝龙美术馆成立 4 周年大展，
以 150 件博物馆级别的美术杰作，呈现了一场连接过去与未来、中国
与世界的艺术盛宴，展览开幕至今好评不断。这场艺术盛宴跨度从齐白
石到 KAWS将近百年，历数那些激动人心的艺术作品，比如齐白石
《咫尺天涯-山水册》、傅抱石《蝶恋花》、蔡国强《没有我们的外
滩》、KAWS《峰回路转》等等。
由于展览体量极大，名作众多，策展人勾勒出一条“现代美术的脉

动”路径，当然，观众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去寻找美术史上某
些个性化的内在逻辑。
展览的视野极为开放，东西方不同年代的艺术品混搭展陈，为观众

提供了对艺术对话的全新理解。比如英国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的当代
雕塑《转》，其左右两边分别展陈了美国当代艺术家乔治·康多的油画
《给临床正常者的处方》和中国老一辈国画大师的集体创作《驱邪纳
福》，引发了中西方艺术的“隔空对话”。同样，陈佩秋先生的国画旁
边，展陈了英国当代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和去年底谢世的美国波普艺术
家韦恩·第伯的油画，展开一场东西方艺术家对于色彩的“交流”。
这个大展的展陈空间也极为讲究，有的大展厅隔出很多小空间，给

人步入“盲盒”的感觉，有的超大型展品比如蔡国强《没有我们的外
滩》，从展厅不同角度可以有四种以上观赏方法。
展览将延续至 5月 18日。

龙宝是宝龙集团的吉祥物，以龙宝为对象，近 60 位知名艺术家和
跨界艺术创作者通过涂鸦、绘画、装置、雕塑等多种媒介进行艺术创作，
并汇聚成“玩越想象———龙宝跨界艺术展”。
从布满海洋四叶草传递幸运的龙宝，到身着宇航服的太空龙宝，从

材质柔软的毛毡龙宝，到舞动太极姿势的赛博龙宝，还有置身驾驶舱操
作遥杆的积木龙宝，艺术家们用个性化的艺术语言，为龙宝拟定角色，
诠释出自己的理解，为龙宝这个乖萌公仔创造出了当代艺术的新语义。
展览将展至 2月 20日。

从上海崇明到西藏冈仁波齐，辗转 2 万公里、爬升 5300 米、跨越
10 个省市自治区，“Rong- 源”空间艺术展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和
对人类文明和自然世界的反思。展览打造了 9大板块，分布在 7大空
间，其中，《迷雾森林》是一个以光的回响构建而成的空间，虚幻而时隐

时现的迷雾景观，将置身其中的观众带入一个诗意的栖居空间。作品如
同迷宫一般捉摸不透的特征，暗示了当下人类生活之中的众多虚浮景观。
《光之柱》记录了冰块的折光与消逝。艺术家从上海吴淞口取了

15罐江水冻成巨大的三棱冰柱，从上海运到青藏高原的冈仁波齐；又
从塔钦的玛旁雍错圣湖取水带回上海冻成冰柱，灌溉在崇明长江入海
口的土地上。在特定场域通过记录冰块的折光与消逝，探讨存在与时间
的关系。
《光之茶室》作品主体由 5000 多个满钵构成，茶室顶部实时传输

着来自冈仁波齐的天空影像，跨越千里的两地得以“共此时”。作品将
饮茶和当代审美相结合，用当下的语言来重新诠释传统的东方人文
精神。
装置《光之溶洞》通过实时捕捉行走其间的人数来变幻光色，模拟

了溶洞空间，是人与自然之间互相作用的暗示。
展览将展至 2月 25日。

1 月 23 日，日本艺术家花井祐介首个上海大型美术馆个展
《FACING THE CURRENT》（迎浪当下）亮相宝龙美术馆，展览共
展出 24 幅画作及 3件立体雕塑作品，其中包括 12幅从未公开展示的
布面油画，展品数量居艺术家历年海外展览之冠。
花井祐介汲取了美国西海岸艺术家、嬉皮士、冲浪者等多种文化元

素，再融合其注重细节的特质，形成独特的东西混合怀旧风格，令他活
跃于世界艺术舞台，作品展现了愤世潦倒但不忘思考的人生态度，跟世
界各地观众产生共鸣。
立体雕塑《FACING THE CURRENT》描绘了一位中年人坐在

岸边思考人生的场景，虽然有烦恼，但身旁有小狗作伴。花井祐介热爱
冲浪，在冲浪的过程中，滑浪者要面对变幻莫测的风浪，上一秒踏浪而
行，下一秒却可能被海浪吞噬。这现象令花井祐介反复思量面对人生的
态度：究竟随波逐流，顺应天命，还是要坚毅不屈地对抗困境不低头？
展览将展至 2月 22日。

“现代的脉动：宝龙艺术大展”里有多件草间弥生作品，其中，《南
瓜（3）》创作于 1982 年，宝龙美术馆 B1 艺术餐厅的主厨结合这件作
品展开研发，让客人在用餐时也能体验艺术气息。
这道甜品有很直观的南瓜模样，切开南瓜，里面包裹着香草味的冰

淇淋和芒果粒，口感软糯、甜而不腻。看完展览，来一块草间弥生同款南
瓜甜品，实在是个新奇体验。

﹃草
间
弥
生
的
南
瓜
蛋
糕
﹄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东方卫视

07:00 看东方
09:03 潮童天下
09:44 连续剧：超越
12:00 午间 30分
12:29 连续剧：光芒
15:29 连续剧：超越
17:03 百视大看点
17:25 名医话养生
17:52 建筑可阅读
18:00 东方新闻
19:00 新闻联播
19:34 连续剧：超越
21:20 今晚

新闻综合

07:00 上海早晨

09:02 连续剧：前行者
10:35 东方 110
11:05 民生一网通
12:00 媒体大搜索
13:05 连续剧：亲爱的你在哪里
15:40 洋厨房
16:35 媒体大搜索
17:29 新闻坊
18:30 新闻报道 新闻透视
19:15 法治特勤组
19:45 连续剧：前行者
20:32 连续剧：勇敢的心
21:30 新闻夜线

体育频道

06:50 2021-22 西甲联赛第 19 轮:马德
里竞技-巴列卡诺

07:25 2021-22 德甲联赛第 15 轮:沃尔
夫斯堡-斯图加特

08:00 直播：202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女单半决赛

10:00 弈棋耍大牌-上海三打一
12:05 2021-22 西甲世界
19:00 体育新闻
19:30 G 品篮球
20:00 2018 平昌冬奥会:花样滑冰冰舞

自由滑

20:45 2021-22 西甲赛事集锦
21:15 五星足球
21:30 五星精彩

财经频道

07:00 直播：财经早班车
09:00 直播：市场零距离
12:00 直播：财经中间站
16:05 《第一地产-超级装》
16:25 《来点财经范儿》
17:00 《创时代》
17:30 《首席评论》
18:00 直播：今日股市

(节目如有变化，
以电视台播出为准)

电电视视 节目预告
19:00 直播：谈股论金
20:00 直播：公司与行业
21:00 直播：财经夜行线

都市频道

08:20 嘎讪胡
10:18 人气美食
11:19 X 诊所
12:41 星旅途
14:02 嘎讪胡
15:28 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16:36 人气美食
17:01 开心全接触
18:00 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19:00 嘎讪胡
20:02 人气美食
21:00 X 诊所
22:03 今日印象

刊登信息广告

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地址：威海路 755号 1310室
电话：22895230 63515724

新闻报社广告部

邮箱：xwbsgg@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