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西安市曲江新区管委会和西安美

术馆联合主办的《“红与绿”、“维与度”

———俸正杰、俸正泉双个展》昨天下午在

西安美术馆揭幕。有着国际影响力的俸正

杰、俸正泉办展，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艺术

家、批评家、收藏家及相关媒体200余人参

加开幕式。

川籍画家俸正杰作为中国当代艺术

旗帜性人物之一，在过去的20年间，用红

与绿两种色彩作为他创作的主线，无论从

早期的艳俗到对生命和青春的关注与思

考，视觉图像不断发生变化，但红与绿始

终贯穿在他的作品中，构成一种强烈的视

觉符号，表达了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和繁

荣的背后，人的虚弱、焦灼与迷失。成为中

国当代艺术的经典语符之一。俸正泉作为

70后艺术家，在经历了“卡通时代”之后，

开始迅速调整， 在不断的思考与探索中，

找到一条不同于他人的艺术之路。尤其在

近期的作品中，他将绘画的“意义”在画面

上彻底抛弃，呈现出一种绘画背后的“真

实”与“意义”的价值探讨。为中国当代艺

术在未来的持续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2011年以来，西安美术馆相继举办了

“从符号到解析———方力钧作品展”，“竹

马———郭伟、 郭晋双个展”，“碎片时

代———薛松作品回顾展”； 这些在海内外

有着广泛影响的艺术家在西安美术馆亮

相，带动了中国西部当代艺术的发展与壮

大。

（谢礼恒）

俸正杰俸正泉双个展昨西安开展

近日，李亚鹏接受采访，正面谈及备

受争议的嫣然风波。他说，“我所有与嫣然

有关的工作都是自费的，包括我现在坐的

这个头等舱”。

记者：3月初从台湾回来后，你都在忙

些什么事情？

李亚鹏：（笑）各种事情呗。因为这事

（嫣然基金风波）对我们的合作产生了影

响，所以我要去做一些沟通。跟医疗机构以

及一些台湾的医疗资源、人员的合作，也是

因为受这样一个事件的影响， 大家产生了

一些疑虑。我举一个例子，在飞机上，坐在

我旁边的一位台湾客人， 正巧也是公益领

域的一位人士，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

甚至他都会突然问我一句，说李先生，你来

台湾考察，基金会付费吗？我笑了笑，我说

我所有与嫣然有关的工作都是自费的，包

括我现在坐的这个头等舱。

记者：2月25日，民政部一位官员说嫣然

事件“信息必须公开到位”，大家可能就理

解成这意味着嫣然公开没到位了。

李亚鹏： 民政部这个调查和审计，是

我们自己主动地数次前去要求的，又被误

解成我们已经开始被调查了。我在第一时

间，自己主动到民政部去要求，我说希望

民政部能够委派一个第三方审计机构对

我们来进行调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

管单位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在第一时间已经发布，你去看它第

一时间发的微博，已经说了，那是没有问

题的，但大家没有人听。

记者：王菲还会持续帮助嫣然基金？

李亚鹏：我相信会的。

记者：当你看到王菲支持嫣然基金的

微博时，你什么感觉，你跟她有交流吗？

李亚鹏：有。

记者：你怎么跟她说的？

李亚鹏：我不告诉你（大笑）。

据《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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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 三圣乡附近一个画室内，一

名长发女子坐在轮椅上，用手中的画笔在画

纸上作画。这名女子叫郑驰，西南民族大学

艺术学院讲师，与很多喜爱艺术的年轻人一

样，郑驰从小就与绘画打交道，从川美附中

到川美油画系， 再到西南民族大学任教、攻

读硕士……谁知，4年前一场车祸突如其来，

熬过了生死关的郑驰，却面临脊髓受伤以致

下身瘫痪，下半生都会坐轮椅……

经过常人无法想象的煎熬，郑驰拿起了

画笔，坐在轮椅上开始作画。重返校园任教

的她，被学生们称为“最美女教师”。得知

“成都商报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的消息后，

郑驰昨日赶来报名，“我这辈子只会画画，即

使在最煎熬的日子，我也没想过放弃。”

郑驰的画室在三圣乡附近一个小区9

楼，郑驰的家也在这个小区。不上课的日子，

郑驰每天下午都是自己摇着轮椅从家到画

室，画上4个多小时。然而，把画笔一放下来，

郑驰就会用双手不停按摩坐在轮椅上的双

腿，“画画时注意力集中，一旦去做别的事，

就会发觉腿很麻。”郑驰并不忌讳谈论那场

几乎改变她人生的车祸，“可能随着年龄增

长，人的心态也发生了改变吧。”

2010年1月3日晚，郑驰乘车经过机场路

时遭遇车祸，她第3、4、5节脊椎断裂，肋骨断

了9条。在医院昏迷17天后，终于醒了过来。

但车祸却让她胸部以下瘫痪，身上还留下三

块钢板。住院两个多月后，郑驰才从医生口

中得知自己的病情，“那时就是天崩地裂，

完全无法接受。”郑驰说，刚得知自己的后

半生将与轮椅为伴时，整日哭泣。大小便失

禁，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下半身持续疼痛

……这些症状折磨得她半夜无法入睡。

病痛的折磨，让这个曾经乐观开朗的女

孩甚至将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还将自己

以前的衣服全部送人。车祸后，郑驰的同学

和朋友从各地赶来，给予她鼓励。而母亲也

在家里陪着郑驰，带着她做康复训练。慢慢

地，郑驰从低谷走了出来。她开始练习坐立

和平衡，练习手部动作。她重新拿起画笔，尝

试着作画。

2011年3月， 郑驰重返校园， 坐轮椅上

课。学院专门将郑驰的课安排在一楼。郑驰

也继续拿起画笔，2012年11月24�日，郑驰的

第一场画展 《“逐光者”—郑驰和她的师

友》在蓝顶成功举办，28幅作品全都是她在

轮椅上完成的，何多苓、周春芽等知名艺术

家也亲临展场。

几天前，郑驰从朋友处得知“成都商报

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的消息，在她看来，

年轻艺术家需要更多人关注， 如果没人关

注， 可能他们会因为吃不起饭而转行。“我

自己如果不去教书， 单纯靠画画养活自己，

这太不稳定了。”郑驰说，她参加这样的活

动，一是希望从活动中学到更多绘画方面的

知识，二是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更多年轻

人追逐梦想，“绘画， 教导我自己如何集中

精力， 训练自己如何只去考虑一件事情，那

是一种偏执狂式的生活，是唯一能让我免于

崩溃的办法。”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张涵

图片由郑驰提供

将艺术推向圈外，推向社会大众

■

张杰 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

艺术的未来需要年轻人， 年轻艺术家需

要伯乐。选择艺术作为职业，是非常艰辛的选

择，成都商报作为主流媒体，来为艺术摇旗呐

喊，值得其他媒体好好学习。

媒体关注到年轻艺术家， 选择是非常正

确的， 这是在艺术和观众、 大众之间搭建桥

梁，这次的艺术委员会成员如何多苓、郭伟、

罗发辉等人，他们都是成名艺术家，相信他们

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以前艺术圈都是自娱自乐，媒体介入后，把

圈内的事情推向了圈外，推向了社会大众，非常

不错。这种抉择对年轻艺术家来说是鼓励。

年轻艺术家就是缺少资助

■

李强 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

首先这是个大好事， 中国的文化艺术缺

少的就是对年轻人的资助，100万虽然不多，

但做了个表率。其次，年轻人，像我们学院这

块，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如助留计划，但依

然解决不了对艺术家的资助， 他们和社会也

没什么接触，商报此举弥补了学院的尴尬。

一个健康的社会， 需要对青年人真正的

支持， 我们学院对于年轻人的保护是家长式

的，商报的推动比我们强，今天让青年人真正

的接触社会， 希望我们的青年艺术家助留计

划，在以后和商报合作。

要在偏狭和极端中间平衡

■

尉晓榕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系主任

这个活动很好。很多年轻人其实有创作

实力， 空间很大， 但可能缺少平台和高人指

点，推出“成都商报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这

样的活动，能让年轻人有机会得到老师、专家

们的指点，会对他们有很大帮助，提高信心。

这些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哪里画得好或者

说好到哪种程度，这就需要专家、老师和社会

反映。

成都画家很厉害， 他们的蜀文化根基很

厚，有很多民族的积淀。他们挖掘民族元素这

方面很好，但一定要变出来，民族因子通过设

计，用国际化语言表达出来，不能太四川，否

则太狭隘， 要把这些元素贯穿到国画的语境

里就很好，一定不能太偏狭，不能走极端，要

在这两方面平衡。

■

焦小健 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

导师，教授

,

博导

这是个好事情！ 对于青年艺术家扶持的

具体方案， 应该多征求青年艺术家自己。毕

竟， 他们才更能感受到什么样的方式适合于

自身的发展。 现在关注青年艺术家的项目很

多，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真正发掘有实力的

年轻人。

■

马一平 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院长

希望人员选拔做到公平公正。 这是个好

事情， 这对还在奋斗过程中或许还处于艰苦

环境的青年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成长平台。特

别是像成都商报这样的主流媒体来做的话，

有双重的意义。一是经济上的支持，二是提供

了一个舆论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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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未来需要年轻人

年轻的艺术家需要伯乐

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川音成都美术学院昨相继发声，助推“成都商报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

“成都商报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大型公益艺术活动启动后，不仅吸引周春芽、何多苓、郭

伟、罗发辉、朱成、赵能智、杨冕、王民平等中国近百艺术家发声支持，昨日也在全国多家美术院

校掀起热浪。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等国内知名艺术院校

开始密切关注“成都商报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张杰、四川美术学院油

画系主任李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尉晓榕、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教授焦小

健、川音成都美术学院院长马一平，昨日相继发声热捧成都商报推广成都画派扶持发掘青年艺

术家这一公益活动，还将消息传递到美术院校内，召集年轻艺术家前来打擂、一展才华。

我这辈子只会画画

即使在最煎熬的日子

也没想过放弃……

美院声音

报名写真

《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网络业余歌手可年赚9万美元

《纽约时报》记者撰文表示，视频直播间正

在成为活跃在网络上的业余歌手们致富的舞

台，稿件中称，数百万的“直播房间”让这个行

业不仅看上去神秘刺激， 而且似乎还解决了长

久困扰国外视频网站和音乐公司的商业化难

题，“成功将娱乐从电视搬上了网络，作成了很

多美国公司日思夜想的事。” 稿件中还提到这

行的收入， 表示其中的一些表演者每年可以赚

取9万美元， 大约是普通中国人薪水的30倍左

右。其中一位最成功的表演者就是“毒药”。

为此， 现年40岁的YY网站联合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李学凌接受采访时声称，“如今我

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式， 来振兴音乐产

业。这也将有助于表演者挣钱。”而这个行业中，

视频公司也会部分靠直播人赚钱。昨日，当记者

联系到YY网媒体联络人， 对方向记者表示，像

“毒药”这样的视频主播，他们与她签约分成。

报道中还表示， 这些节目的观众往往都是

生活在娱乐内容较少的小地方的单身男士。在

这些观众当中，多数人能够拥有足够的资本，并

花费成千上万美元来购买这些节目的VIP特权，

因而他们能够在演出期间驾驶着虚拟的兰博基

尼双座敞篷跑车，并穿梭于虚拟的音乐厅。这些

观众将为这种特权支付1100美元左右。六间房首

席执行官刘岩对此称：“人们不明白中国人为

何会花费如此巨大的资金来享受这种虚拟服

务，但是这也是一种文化。即使是在京剧盛行的

时代，表演者也会得到观众赠送的礼品。”

《纽约时报》报道中的女主角

自认长得好看，否认色情表演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毒药”，她向

记者透露，她身份证名字叫“李颖”，但改名为

“李雪薇”已经很多年了。记者在网上看到，李

颖在业界小有名气，之前接受过“电玩巴士QQ

炫舞红人馆”等栏目的采访。她向记者表示，当

时是两个《纽约时报》记者来到她家，表示要看

她现场做视频直播。如《纽约时报》所说，李颖

的高人气曾使得YY在发送给投资人的IPO招股

书中提到了她的名字，她向记者表示，每次直播

大约有1万粉丝在线，最高有3万6千人，“那次是

我过生日。” 面对自己的高人气， 李颖告诉记

者，“可能是玩YY比较早， 几乎是有YY的时候

我就玩了，也可能是我比其他人长得好看。”

李颖直言自己就是个网络红人，“我也喜

欢玩穿越火线，也有很多粉丝，还为游戏、影楼

等代言过。”去年，她还去台北红楼开了小型演

唱会，“现场有1000~2000人来捧场，还被粉丝在

夜市‘堵’了。”她以前是学舞蹈的，后来在当地

移动公司呆过，现在在家工作，很大部分开销都

是从YY上获得，“说我一年50万元收入太夸张

了，每次和公司分成扣税后，我大概能拿40%。”

李颖还表达了对《纽约时报》报道的“不

满”，“文中说我住的地方是‘破落的’，我家是

国税局的房子，4室2厅，再说我的床也不差吧。”

记者看了原文， 这应该是个翻译误会，“mod-

est”同时也是“谦逊的，适度的”意思。李颖向

记者表示， 目前有北京的音乐公司在和她谈合

约，但她还没答应下来。至于采用视频这种方式

直播， 担不担心别人把她和色情表演联系起来

的问题，李颖表示，“我没有，因为我直播穿着

都比较保守，不像别的女孩子穿得少，爱露。我

直播就只唱歌也从来不说挑逗的话题。”

用摄像头和歌喉成为网络赚钱明星

《纽约时报》聚焦自贡视频女主播

报道中的女主角李颖昨接受成都商报专访，否认涉及网络色情表演

李亚鹏：民政部介入嫣然基金审计

是我们主动数次要求的

4月18日，一位自贡女孩子登上了《纽约时报》，作为标题为《用摄像头和歌喉在中国成为

赚钱明星》稿件中的主角，这个叫“毒药”的女孩子此前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登门专访，

并成为外国报纸窥视中国草根现象的主角。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故事女主角，作为一

个新浪微博就有超过25万粉丝的网络红人，“毒药”向记者表示，每次和YY语音公司（“毒药”主

要是在YY网站走红）分成后，自己大约能赚40%，当记者询问其是否担心担任视频主播被人与色

情联系在一起，“毒药”表示，“我直播穿着都比较保守，只唱歌从来不说挑逗的话题。”

45岁以下（含45岁）

工作、 生活或出生在成都

的国画艺术家

40岁以下（含40岁）

工作、 生活或出生在成都

的油画艺术家

报名方式

请将个人简历、 联系

方式、 个人近期照片及5

幅作品小样（图片大小不

超过4M/张）发送至成都

商报艺术官方邮箱

cdsbart@vip.sina.com

报名时间

2014 年 4 月 21 日

-2014年5月21日

评委会成员

（排名不分先后）

国画：刘朴，叶瑞琨，

吴永强，陈承基，谢安超

油画：何多苓，郭伟，

罗发辉，王奇

报名条件

YY语音公司

成都商报记者 曾灵

李亚鹏：我对钱

真的不太在意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郑驰作品刘嘉玲也关注郑驰以及她的画作

视频直播间正成为李颖等网络业余歌手的致富舞台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