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昨天正值中秋佳节， 由成都市文明办主

办，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承办的“历史三国·武

侯学堂” 活动迎来了以 “分享收获·展示风

采” 为主题的学员汇报展演暨结业典礼。另

外，金沙遗址博物馆昨天举行“海上升明月·

金沙共此时”的志愿者与外籍友人相约过中

秋的特别活动。

昨天下午一点， 深受孩子们喜爱的陈岳

叔叔来到武侯祠与“历史三国·武侯学堂”的

同学和家长们一起过中秋， 他带来了一堂名

为“三国数字趣味典故”的有趣讲座。暑假期

间，武侯祠博物馆开展的社教活动精彩异常，

在中秋特别活动现场， 大家纷纷展示起了自

己的学习成果。和皮影老师一起表演“皮影变

脸秀”，讲“三国成语”典故，吟诵武侯祠著名

楹联……小朋友们还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和

看家本领，展示才华。据悉，“历史三国·武侯

学堂”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学生，开设了“凤雏

班”（小学组）和“卧龙班”（初中组），每组4

课。每期活动，都特别邀请到考古研究、古建

园林、 传统书画等相关专家学者担任嘉宾导

师，为孩子们提供专业指导。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中秋活动同样有趣，

昨天， 他们的志愿者和部分在成都各中小学

校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的外籍教师一起游金

沙，观看4D电影《梦回金沙》，感受古蜀文化，

大家还在一起做冰皮月饼，十分热闹。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据腾讯娱乐报道，昨日，导

演宁浩、主演周冬雨、马苏参加

了新片《心花路放》在多伦多

电影节的官方新闻发布会。

马苏在片中扮演一个从事

陪酒服务的“东北老妹儿”，性

情泼辣火爆， 周冬雨饰演一个

满头黄发、满嘴黄牙、一口方言

的90后小太妹。两位“淑女”都

被颠覆形象， 有记者问宁浩是

咋想的？宁浩称：“过去中国传

统的经典女性形象是淑女，但

中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淑女

已经不是特别主流了。 现在有

个词汇叫‘绿茶婊’，大众已经

不相信仅靠淑女形象可以生活

下去， 认为其背后是对男权的

依附。现在，女生也需要像男生

一样负担家庭和社会责任去，

‘女汉子’会被广泛接受，所以

女性也变坚强起来了。”

（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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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顶艺术群落开放展———

艺术家的“创作闺房” 总有一款令人动心

艺术盛宴·2014成都蓝顶艺术节特别报道

独立策展活动

开幕：

2014

年

9

月

19

日

15:00

（周五）

展期：

2014

年

9

月

19

日

-10

月

31

日

展区：

蓝顶艺术核心区

艺术街区

&11-1

、

41

、

46-1

、

46-2

工作室

主办机构：

2014

成都蓝顶艺术节组委会

承办机构：

成都蓝顶美术馆

自“2013成都蓝顶艺术节”举

办以来， 蓝顶艺术群落开放展便成

为蓝顶艺术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随着“2014成都蓝顶艺术节”的筹

备实施， 群落展更加强化了它在蓝

顶艺术节期间固定项目的身份。它

既是“蓝顶精神”的彰显，更是展现

蓝顶艺术群落及其艺术家的重要窗

口和平台。艺术、人文关怀、自由的

生活状态……群落展不仅为聚居在

蓝顶周边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展示

自我的契机，而且将“蓝顶”的内涵

扩大， 尤其是吸纳了众多蓝顶艺术

区以外的策展人和艺术家参与到群

落展的实践当中， 这些参与其中的

主体互相借力， 为成都乃至西南当

代艺术生态的良性发展投注了各自

的热情， 在行进中实现对艺术真谛

的探索。

本次群落展由“工作室开放活动”和“独

立策展活动” 两大部分组成。“工作室开放活

动”源自蓝顶艺术群落一直以来的传统“工作

室开放日”，即艺术家们敞开工作室大门，展示

自己最新的创作，并借此机会与外界形成互动

交流。“独立策展活动” 是本届蓝顶艺术节一

个新亮点，它突显了蓝顶艺术家的自主性和创

造性，尤其是将自主性和话语权下放给富于想

象力的年轻策展人和有激情的活动组织者，由

他们自主实现集体性的策展活动。这种方式更

能代表“蓝顶精神”：即开放而包容的心态，平

台建设和服务意识，在行进的过程之中，蓝顶

艺术群落展的样貌，越发地生动了起来。

本次蓝顶艺术节的艺术家工作室开放展

即将开展之际，成都商报记者一一走进这些艺

术家的工作室，全面为艺术爱好者和艺术工作

者们打探他们的“创作闺房”。相对于在媒体

上露面较多的周春芽工作室（堆满书籍画册、

绘画板材和奇妙光线）、何多苓工作室（自我

命名为“带工作室的花园”），其他各蓝顶艺术

家的工作室原来是这般五彩斑斓， 样式各异：

李晓峰工作室的欧式气息、郝明明工作室的日

式简约、何明科工作室的美式自由、安东尼奥

工作室的田园小清新、黄明进工作室的庭院风

情……艺术工作室的布置和安排完美契合着

艺术家的创作风格和他们的性情。

工作室开放活动

“创作闺房”五花八门

独立策展活动

“我们如何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本次独立策展活动分为十多个小型活动，

精彩各异。策展人时玉玲和易鸿各自策展的展

览分别名为 “我们如何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

分”、“空途”。前者的参展艺术家有李琦、沈阳

超、陶辉和张晋。

2003到2007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的时

玉玲在读书期间，刚好是学校新媒体系初创的

时期。 当时的新媒体系是张培力任系主任，邱

志杰、高世强等老师在系里任教。他们属于中

国新媒体艺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她到成都当

代美术馆工作，在日常的展览工作中，对于多

媒体接触比较多。尤其是今年当代美术馆做过

一个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的录像艺术群展，当

时展出了二十多位上世纪90年代在世界舞台

上很活跃的一批法国录像艺术家的作品。“我

们都知道法国有‘新浪潮’，所以法国的录像

艺术本身就有很深厚的基础。我当时就是被这

一批艺术家作品的魅力所触动，并借由那个展

览，开始重新对新媒体艺术史进行梳理，同时

开始关注中国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和身边一批

做新媒体艺术的朋友们进行更多的交流。慢慢

地， 我发现艺术媒介本身并不是特别重要，重

要的是艺术家能够真诚地面对创作，自由地表

达自己的想法。” 时玉玲认为， 在四川这个地

方，架上绘画还是太强大了。“艺术家也要面对

生存和市场的压力，不光在四川，全国范围内

的多媒体艺术相比架上绘画都比较小众。所以

我就把注意力放在多媒体上面，希望可以发掘

好的多媒体艺术家，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他们

提供展示的机会。” 本次展览她选择了新媒体

艺术参与蓝顶艺术节， 在她选择的艺术家里，

有两位艺术家是四川美院毕业后去北京发展

的，他们一直坚持在北京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家张晋，他是美国纽约

大学理工学院化学博士，故事很传奇，化学实

验不能满足他的精神需求， 于是他尝试写作。

但是在异国的文化氛围中，写作反而让张晋觉

得更沉重。于是，他尝试用摄影来表达。摄影相

对其他艺术媒介来说比较容易把握，不需要经

过多年的绘画基础训练。所以他当时就是想用

摄影这种方式来取代写作作为自己的一种表

达手段。结果，没有想到一发不可收拾，他的摄

影越做越专业， 慢慢就走上了艺术家的道路。

他曾经获得过三影堂的摄影大奖。“一种表达

的欲望，让张晋选择了艺术。就像所有的文学

家、艺术家、哲学家一样，表达欲望是他们选择

文艺道路的初衷。”时玉玲对成都商报记者说，

看完展览之后，如果能够有哪怕一件作品对观

者产生触动，甚至留下了印象。“我觉得展览就

算是成功了。”

而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易鸿走

上艺术之路也很有意思。从小爱画画，也喜欢

文字， 高考的时候她选了一个父母中意的专

业，所以就读了工商管理专业，但她还是一心

想考美院。参加工作后最初做媒体，做艺术方

面的采访，写艺术方面的策展评论，从2009年

开始， 她在书店策划了一些小型的插画展，去

年开始正式策划一些比较大型的展览，2013年

参加了大理国际摄影节，并策展了《悬置》《小

人国》。“我在做策展的时候，出发点可能跟别

人不太一样，我觉得首先要有兴趣，要有比较

吸引我的地方，要好玩；其次是我要求自己在

形式上突破常规的策展，赋予它新的意义。”本

次她策展的展览主题名为《空途》，一个探索

空间的展览。“我从空间出发，探讨这种物质与

我们精神意念之间的神奇关系。”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图片由

2014

成都蓝顶艺术节组委会提供

工作室开放活动

时间：

2014

年

9

月

19

日

-9

月

20

日

开放工作室地点：

蓝顶艺术中心（

2

号坡地）、蓝顶艺

术新村（

3

号坡地）、蓝顶青年艺术

村（

4

号坡地）、栀子街艺术区（锦

江区成龙大道幸福梅林站东侧）

昨日， 记者联系到该辞典的主编———四

川师范大学教授宋子然。他说，辞典将由上海

辞书出版社出版，这一百年内的新词都系统地

收录在其中，并注明了每一个新词的“生日”、

“出生地”以及运用历史，这会让读者对词语更

加了解，不仅知其然，还可知其所以然。

苦心整理近20年

收录百年来上万词条

作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

新词新语研究中心主任， 宋子然自1995年就

已经开始着手整理出版 《汉语新词新语年

编》，基本上每两年出版一卷，至今已出版8

部。这次的《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是

总结性年编收录出版， 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295万元。

20年来， 宋子然带领着学者们地毯式搜

索新词以及最早的出处，他们翻阅了报纸、书

籍等资料，对于每个词，宋子然说他们都要经

过大量的查找检索， 有时候一个词甚至要几

十个人花费几天的时候，工作细致艰苦。

据宋子然介绍，《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

辞典》收录了从1912年到2011年各个历史时

期具有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流行词汇，共

收选词条11410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主

编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雷汉

卿， 中卷主编是西南科技大学艺术与文学院

院长郑剑平， 下卷主编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

与传播学院院长杨文全。

上卷时间跨度是1912年至1949年， 主要

收录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词

条约3300个，在这个时期，外来词汇“爱人”、

“航空公司”、“冰激凌”等开始风行。

中卷起止时间为1949年至1978年， 收录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的词条2900多

个，如“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大锅饭”

等词语，浓缩了那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下卷为1978年至2011年，收录改革开放

以来的词条4700多个。 在改革开放之后涌现

的“导游”、“打工仔”、“经济适用房”、“小

资”等词语，显示出了当代社会的变革历程。

另外，该辞典还制作了网络版，附有约

1500万字的语料库。 所有的词条都提供了详

细的解释和背景知识，反映社会、文化、思想

等领域所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信息。 宋子然

说，上、中卷的词语，是现代汉语词汇中难得

的资料。特别是战争时期的词语的发掘，对于

近、 现代汉语间的相对薄弱的词汇研究会有

所助益。

冰心茅盾王蒙郑振铎

作家热衷发明新词

在查阅的资料中，上卷和中卷中收录的

很多新词最早的出处都是当时著名作家的

作品。

记者看到上卷中收录了那个年代诞生的

词语，很多也是现在习以为常的普通词语：阿

Q、爱人、安琪儿、按劳分配、八路军、白话文、

帮会、瘪三、冰激凌、不景气、茶道、刹车、长

假、吃大户、初级小学等等。

外来词“爱美的”是英语“amateur”的

音译，意即“业余爱好者”。最早出现于1921

年，郑振铎的《光明运动的开始》。

在上卷中，“长假”的解释并不是时间很

长的假期，而是委婉的表达用法，用来形容机

关或军队中人员的离开。1921年，冰心《忏悔》

中写道：“过些日子，舅舅到他营里，替他告了

长假，他死了。”在周作人出版的《雨天的书》

以及郁达夫《迷羊》中都有这样的表达。

而据查证，“出租车” 一词最早出现在

1936年，茅盾的《送考》一文中：“等是等不

了的；凑凑人头，合雇一部出租汽车罢！”

而王蒙在1956年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

青年人》中第一次收录了“二把手”，现也被

广泛形容各级领导班子中排在第二位的领导

干部。

报纸电视台网络

媒体成无数新词的诞生地

《人民日报》是很多新词的“诞生地”。

比如中卷收录的“打小报告”，出处就是1957

年6月26日的《人民日报》。在下卷中，“公益

广告”、“滚动播出”、“过劳死”、“汉语托

福”、“经济适用房”这些词最早也都是《人

民日报》提出的。

中央电视台2001年1月2日提出 “海归

派”。宋子然称，经查证，这确实是“海归派”

的第一次出现。“黑客”最早出现在1996年10

月的《参考消息》中。“闺蜜”是年轻女性对

亲密女友的新称呼，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07

年6月21日深圳《晶报》上发表的内容：“有

心人根据媒体统计，迄今全世界至少有1.5万

人宣称是戴安娜闺蜜……”随后，被各大媒

体广泛运用。

2009年后， 网络诞生了很多新词， 如，

“给力”、“腹黑”、“拼爹”、“蜗居”，很多词

语刚开始是在网络中流行后又被传统媒体运

用，例如“囧”这个字，在该辞典中也被收录。

这百年来， 汉语中产生的新词新语是否

都已收入书中？ 宋子然说新词目前尚难以估

数，可以肯定，远远不止这部辞典所收录的数

量。“我们是非穷尽式收词， 主要是根据词

形、词义的规范性和确定性，使用频率等因素

而拣选录用的。在审稿定稿之后，还不断发现

新的材料，这只好待今后有机会时增补了。”

四川学者联手打造《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为词语寻根

长假：

出租车：

二把手：

黑客：

闺蜜：

武侯祠博物馆社教课堂

举行中秋特别活动

宁浩：

淑女已过气

女汉子

才是主流

“长假”源自冰心

王蒙发明了“二把手”

《心花路放》亮相多伦多电影节，本片被看成票房热门 新华社发

“我们如何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海报

贾小朵工作室

安东尼奥工作室

李晓峰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