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即
日起至26日， 《不忘初心 美丽
西城———翰承书院迎春书画展》
在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举办。

据主办方介绍， 此次书画展
立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
深厚的沃土 ， 用北京精神 、 文
化、 民族风格和中国传统的书画
艺术打造美丽的西城。

此次展出了120多幅优秀书
画作品， 有幼儿、 儿童、 少年、
青年和成人 ， 以少年儿童为主
流， 突出了帝王庙这块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的作用。 周美玉 摄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记者
近日获悉， 今年的北影节 “系列
饕餮” 单元再出重磅， 将会引进
《X战警 》 系列 ， 好莱坞的超级
英雄们届时会出现在电影节的大
银幕上。

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 “北京
展映” 中， “系列饕餮” 单元一
直以来都是最吸引广大影迷的保
留节目， 让影迷们可以在大银幕
上重温精彩大片。 在近几年展映
的片单中 ， 既包含了 《星球大
战》 《异形》 这样延绵数十年的
伟大系列 ， 亦有 《哈利·波特 》
《变形金刚》 《碟中谍》 这样的
当代流行经典 。 这次 《X战警 》
系列将以套票形式一次性打包8

部影片， 包括正传三部曲 《X战
警》 《X战警2》 《X战警3： 背
水一战》、 前传三部曲 《X战警：
第一战 》 《X战警 ： 逆转未来 》
《X战警： 天启》， 以及两部外传
《死侍》 和 《金刚狼3》。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未能进
入国内公映的《死侍》与《X战警：
第一战》 将首次在北京放映， 而
《金刚狼3》 不仅将以完整的137
分钟原版献映 ， 并且是更具情
怀、 更有质感的黑白版本。

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打造的
《X战警》系列至今已有18年的历
史， 通过10部影片构建起了与漫
威 、 DC并列的X战警超级英雄
电影宇宙， 称得上是新世纪以来

超级英雄漫改电影的开路者。 系
列影片中隐含的社会公共议题，
让一些即使没有看过漫画的观
众， 也会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存在
相似的问题而愿意相信银幕上的
形象 ，从而奠定了 “X战警 ”系列
与现实社会相观照的严肃基调。

《死侍》《金刚狼3》一刀不剪
八部《X战警》将现北京大银幕

□本报记者 余翠平/文 彭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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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家彭勇：

于彧 整理

■银幕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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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罗阿尔·乌索格
3月16日

《古墓丽影：源起之战》

导演： 吉尔莫·德尔·托罗
3月16日

《水形物语》

绘画让我的生活充满色彩

《古墓丽影》 原本是一款动
作冒险游戏， 1996年推出后便广
受欢迎。 2001年， 《古墓丽影》
就曾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 2003
年， 第二部 《古墓丽影2： 生命
摇篮》 也相继上映。 而劳拉则由
好莱坞当红女星安吉丽娜·朱莉
饰演， 虽然票房和口碑一般， 但
劳拉一角却深入人心。

《古墓丽影： 源起之战》 改
编自古墓丽影游戏第九部， 由华
裔影星吴彦祖和 “坎妹” 艾丽西
亚·维坎德主演。 片中的劳拉仅
仅21岁 ， 人生还没有目标和方
向， 靠着平日在伦敦街道骑单车
送快递勉强支付房租。 但她坚持
走自己的路， 拒绝接管父亲的商
业帝国， 正如她拒绝接受父亲已
经去世的事实一样。 旁人规劝劳
拉接受事实并解开心结， 劳拉却
暗下决心要解开父亲神秘死亡的
谜团。 在冒险的过程中， 劳拉遇
见经历相似的中国年轻人陆仁。
两人惺惺相惜 ， 共同踏上寻找
“卑弥呼女王” 墓穴的旅途。

“国画是我业余生活里一道
很美的风景线！” 北京华商远大
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勇笑
着对记者说。

1990年， 彭勇从中央民族大
学国画专业毕业， 然后一直在电
力系统工作至今， “很多人觉得
不可思议， 但是美术和电力， 成
为我这半生最重要的两部分， 它
们相互促进， 又相得益彰。” 彭
勇说。

平时的工作太忙， 彭勇一般
都是利用节假日的时间才会作画。

多年来的积累， 凭借所画的
大写意花鸟画 《蕉荫图》， 彭勇
曾获得了 “首都五一书画奖 ”，
这个荣誉他非常珍惜。

在彭勇的 《蕉荫图》 里， 竹
子 、 芭蕉 、 水仙 、 八哥几种景
物、 动物被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整幅画传达出一种清幽、 雅致、
美好的情绪和氛围。

“中国花鸟画的立意， 往往
关乎人事， 它不是为了描花绘鸟
而描花绘鸟， 而是紧紧抓住动植
物与人生活遭际、 思想情感的某
种联系， 而给以强化的表现和书
写。” 彭勇说。

之所以喜欢以景物为创作对
象， 是因为这些景物都是彭勇从
小常见的， 所以对景物观察得非
常仔细， “在画这些景物时， 它
们已经在我心里了， 我觉得画画
是一个 ‘务化于形， 形化于心’
的过程， 首先要将景物的各部分
提炼出来， 有一个形体的感知和
归纳 ， 然后这种形体在内心酝
酿， 最终诉诸笔端。”

彭勇告诉记者， 花鸟画的构

图， 讲求布局中的虚实对比与顾
盼呼应， 在造型上， 重视形似而
不拘泥于形似， 甚至追求 “不似
之似” 与 “似与不似之间”。 而
且，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花鸟
画适应中国人的审美需要， 形成
了以写生为基础， 以寓兴、 写意
为归依的传统。 所谓寓兴， 即通
过花鸟草木的描写， 寄寓作者的
独特感受， 所谓写意， 就是强调
以意为之的主导作用， 淋漓尽致

抒写作者情意。
在平时的绘画中， 彭勇对荷

花一直情有独钟， 也非常喜欢画
荷花， 他说， 荷花有一种 “出淤
泥而不染” 的高洁， 能够很好体
现 “笔” 和 “墨” 的张力， 而且
有着很深的精神意趣， 他在画荷
花时， 往往可以借荷花抒发自己
的精神向往， 让自己沉浸在一种
美好的境界中。

艺术高峰的攀登绝无轻松坦

途可寻。 在彭勇看来， 国画要画
好， 其难度是很大的。 他说， 一
位成熟的国画画家除具备艺术天
分外， 还需要高超的造型能力和
辛勤刻苦的投入； 要热爱祖国传
统文化， 能从古典文学和古典哲
学中理解中国画审美精 神 的真
谛。 还要涉猎书法， 进入笔墨殿
堂， 通过书法艺术的抽象美进一
步体会中国画的美学境界， 然后
融会贯通， 进行创作的升华。

几十年来， 对绘画的研习 ，
让彭勇在平时的工作中， 能多角
度、 发散性思考问题。 他认为，
绘画就是调动各种元素， 在画面
上， 进行最恰当的组合； 平时绘
画的练习 ， 让他更擅长从宏 观
上把握工作的整体， 并调动各种
力量， 以更加人性化、 生活化的
方式触类旁通， 解决工作中的难
题。 所以几十年来， 他从一名普
通的电力工作者 ， 一 路 晋升到
了总经理， 并且带领公司向着更
加欣欣向荣的方向不断发展。

“绘画让我的生活充满色彩。
沉浸在国画的世界里 ，感觉工
作中的压力和烦恼都消失了，内
心特别安静 ，精神世界充盈着
一种清雅的美好。” 彭勇说。

在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摘
得四项大奖的电影 《水形物语》
本周将映。

影片内容发生在冷战背景
下， 故事由女主角伊莉莎朋友的
旁白引出， 讲述了在政府机构担
任清洁工的聋哑人伊莉莎无意间
发现了被关押在机构实验室里的
人鱼， 不忍心看到人鱼遭受科学
家的残忍实验 ， 决心帮助其逃
脱， 并发展出感情的故事。

影片剧情曲折 ， 镜头唯美 ，
把人性的善恶、 美丑展现得淋漓
尽致， 也让不少先睹为快的观众
被这段纯粹的人鱼恋所打动。

■文娱资讯

北京建工集团办
职工书画摄影展

■职工文化

本 报 讯 （ 记 者 曹 海 英 ）
“你瞧， 这是我们单位推选的作
品。” “画得真好！” 前来观看展
览的职工边看边相互交流。 为庆
祝北京建工集团成立65周年， 汇
聚职工智慧与力量创造企业新辉
煌， 丰富广大职工群众的文化生
活， 近日， 由北京建工集团公司
工会主办的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砥砺前行， 共续辉煌” 主题
职工书画摄影展在北京建工大厦
正式开展。

本次展览旨在以艺术的感
染、 文化的润泽， 进一步鼓舞广
大员工拼搏的激情， 激发奋进的
动力。 展览得到各单位工会、 职
工书画协会、 职工摄影协会的积
极响应， 广大书画摄影爱好者踊
跃参与，目前已收到书画作品130
幅，摄影作品359幅。 首期展览共
展出14幅书画作品、26幅摄影作
品， 其余作品将陆续分期展出。

庆祝成立65周年

翰翰承承书书院院迎迎春春书书画画展展在在京京举举办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