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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窑美学生活馆的负责人
叶骁，之前是媒体人，后来接触
并从事荥经砂器的艺术创作和
产业，目前包括在蓝顶工厂艺
术区在内于全国开了六家荥窑
砂器生活馆（艺术馆）。在他看
来，除了相对低廉的租金，他选
择落脚蓝顶工厂更重要的是因
为“蓝顶”这个品牌和艺术的圈
子文化，“来这里的90%都是老
朋友，在艺术圈、媒体圈的知名
度较高，很多东西沟通起来比
较方便，也知道我们的想法，这
里看起来很‘杂’，涉及很多艺
术的门类，其实很好，娱乐设
施、生活配套也相对比较完善，
跟蓝顶一期、二期比起来，这里
更生活化，喝茶吃饭休闲都很
方便。”

我与金庸
全球华文散文征文奖
正式启动

成都商报讯（记者 陈谋）今年
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60周年。1955
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在《新晚
报》发表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
仇录》，声名大噪，此后陆续创作《碧
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及

《笑傲江湖》等作品；至1972年，他完
成《鹿鼎记》后封笔，十七年间共创
作了十五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香港地区
有关方面计划于2016年底在香港文
化博物馆成立永久的金庸展厅。由
此展开“我与金庸·全球华文散文征
文奖”，活动今日正式启动。本次征
文比赛，主办方联合成都商报发布
征文报道，欢迎世界各地华文作家、
爱好写作的各界人士参与，就比赛
题目提交参赛作品。
■比赛细则：
一 题材：与金庸作品相关的题材
二 体裁：散文、读后感
三 字数：2000—3000字（标点符号
计算在内）
四 截止日期：2015年12月31日下午六时
五 参赛资格：年满18岁或以上
六、结果公布：比赛结果将于2016年
7月于香港书展期间公布并举办颁
奖仪式。
■参赛方法：

来稿请附上个人姓名、国家地
区、地址、电话等，连同作品电邮至

《散文选刊》邮箱：woyujinyong@
126.com（信封请注明《我与金庸·全
球华文散文征文奖》）参赛作品须以
电脑打印本的方式提交，如以电脑
档案形式提交，请以Word docu-
ment形式存档。

一 个 由 塑一 个 由 塑
胶厂改造而成胶厂改造而成
的艺术工厂的艺术工厂，，这这
里有幽静的环里有幽静的环
境境、、低廉的房租低廉的房租
和典型的工厂和典型的工厂
构架构架。。这里是所这里是所
有艺术人的有艺术人的““乌乌
托邦托邦”，”，承载了承载了
大家的艺术精大家的艺术精
神神。“。“蓝顶艺术蓝顶艺术
工厂工厂””显然已经显然已经
不是单一的厂不是单一的厂
房或者某种创房或者某种创
新的聚落模式新的聚落模式，，

““它正在成为志它正在成为志
同道合的艺术同道合的艺术
家们积极抱团家们积极抱团
共同扩大成都共同扩大成都
艺术影响力的艺术影响力的
精神象征精神象征。”。”

给我们一个空间
再造一个成都文化地标

“给我一个空间”，这是2015成
都蓝顶艺术节的一个独立策展活
动。和其他独立策展活动不同的是，
这个活动是在一个名为“蓝顶工厂
艺术区”最新聚集的艺术家群落里
开幕的，就在2015成都蓝顶艺术节
开幕的当天上午：“为艺而声”2015
首届蓝顶工厂艺术节暨开园仪式举
行。工厂区就位于蓝顶美术馆新馆
的对面，蓝顶青年艺术家村旁边，与
红墙美术馆一墙之隔。30多位入驻
的各类艺术从业者和青年艺术家将
1万多平方米由老塑胶厂区改造而
成的场域填满，据负责人表示还有
更多的艺术从业者正在排队进驻。
这里无疑又是一个正在蓬勃聚拢的
艺术气场，一个更为生活化、理想化
的艺术工厂。

园区负责人蒋文在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时提到：力图将这里打
造为成都又一文化地标。蓝顶工厂
艺术区仍然以当代艺术为方向，打
造“大艺术区”的概念。除了周一至
周五的正常创作外，蓝顶工厂艺术
区周六会定期举办音乐会。除了美
术范畴的内容外，兼容并包，涵盖手
工、电影、工坊、音乐舞蹈等跟生活
更接近的门类。

成都商报记者用了几天的时间
走访了解到，蓝顶工厂的入驻情况非
常良好，在4月份时，园区前面的4000
多平方米被10位艺术家拿下，在接下
来的5月，后面的6000平方米也全部
租售完成。入驻的人数有三十余人。
全国各地的均有，有从老蓝顶、青艺
村、浓园等成都本地而来的，也有从
北京宋庄、798回来的。10月10日，荥
窑美学生活馆就要举行两位极具个
性的宋庄艺术家的双个展。我们节选
了一些入驻艺术家的心声。

为艺
而声

2015首届蓝顶工厂艺术节暨开园仪式26日举行

刘栋作为蓝顶工厂艺术区的联合
发起人，表示蓝顶工厂艺术区今后的
定位，肯定坚持原创艺术为主、其他
服务行业为辅，“艺术氛围”是园区的
灵魂。蓝顶工厂艺术区五大属性：国
际性，艺术性，多样性，开放性，生活
性。“工厂LOFT是一种国际时尚，和
艺术家的创作相嫁接，最能产生独特
的视觉效果，也符合艺术创作的空间
需求。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之所以
打造艺术驻留中心，就是要让艺术观
念，艺术行为和生活方式做最好的沟
通和互补。在整个三圣乡旅游景区没
有一个上规模的民宿，蓝顶工厂艺术
区驻留中心很好地填补了这个空缺，
也为将来成都艺术圈和国际国内的
交流派驻奠定了基础。”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蓝顶生活
工场作为蓝顶工厂艺术区的专属交
流配套中心，将音乐节推广开来，丰
富成都的文化生活，同时对整个蓝顶
生态区形成更多的关注，“从这个角
度来看，蓝顶核心区，蓝顶青艺村，蓝
顶工厂艺术区已经形成了三点辐射
的大艺术部落集群，在国内甚至国际
上，这种高标准大配套的艺术生态群
也是极少见的。反过来一定会扩大成
都艺术圈以及成都市在国际国内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刘栋对蓝顶工厂
期望很大。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摄影报道

青年画家曹卫国，5月份搬到蓝顶工厂，在
这里创作了多幅他的代表作《鹤》系列作品，成
为最早入驻的艺术家之一，“这里给我的整体感
觉就是，它涉及面比较广，包括了油画、装置、摄
影、雕塑、木雕、酒吧、艺术驻留等方面，这种多
元素工作室在成都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年
轻的艺术从业者，能找到一个长期合适的地方
画画，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罗仁礼的几道空间算是出落在
蓝顶工厂的纵深位置，门面不错，空
间门口的牌子上打着：“设计·画家”，
罗仁礼在旁边的蓝顶青年艺术家村
也有工作室，到蓝顶工厂再打造一个
空间是他一开始就想好了的。400多
平方米的空间被他设计得高挑明朗，
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名为“给我一个空
间”的蓝顶艺术节独立策展活动，汇
聚了爆花、符曦、侯俊杰、蒋兴、刘栋、
罗仁礼、罗应龙、杨孟超、王阔阔、阿

嘉娜等十位青年人的绘画作
品。罗仁礼介绍，他自己住在
蓝顶三期，打造工厂区几道空
间的想法是想做一个不局限
于架上、装置等艺术形式的空
间，目前，一些青年艺术家要
靠画来养人，环境不允许，一
些青年艺术家的生活都还存
在问题，但他很看好这里的

“综合生态”，相对自由的一个区域，
互动活动、艺术交流、都可以，还可以
借助这个空间呈现很多内容。“我当
然很看重‘蓝顶’这个牌子，作为一个
从老蓝顶那种纯艺术区过来的人，深
知抱团发展的重要性。”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世豪）继《泰囧》
之后，徐峥导演兼主演的新作《港囧》又称
为一部现象级的电影，上映3天票房累计
6.8亿。不过，这几天却发生了一件让徐峥
烦心的事，乐视影业员工在网上发布《泰
囧》盗版。为此徐峥发毛并在朋友圈发文

称，《港囧》在网上出现盗版，且是有规模
有组织地投放，他控诉这是行业的灾难。
随后，乐视影业在微博发表声明，称发现
公司有员工在朋友圈散播盗版信息，已将
其辞退，并向徐峥表示歉意。

徐峥在接受微访谈时被问起如何处

理“盗版”一事回答：“对于盗版的事情，需
要群众的力量。发现了就多举报，并且不
看不传播。”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乐视影
业宣传负责人，她表示：“不知道怎么回
事，其他员工把这个链接发出来了，这是
他自己的行为，我们公司都震怒了，觉得

好崩溃，公司已经严肃处理了，这事儿不
希望被很多人认为是炒作什么的。我们
完全没有必要炒作，这是犯法的事儿啊，
我们自己的片子比如《敢死队》也深受盗
版其害，我们没必要拿这个炒作，盗版的
事儿，太严重了。”

乐视员工发布《港囧》盗版 惹毛徐峥

《《港囧港囧》》票票
房与口碑成冰房与口碑成冰
火两重天火两重天。。片中片中
包贝尔演的宅包贝尔演的宅
男蔡拉拉男蔡拉拉，，对于对于
他的评断总是他的评断总是
绕不开搞笑能绕不开搞笑能
力和王宝强力和王宝强。。比比
如如：“《：“《港囧港囧》》里里
的包贝尔挺喜的包贝尔挺喜
欢在说完话之欢在说完话之
后来一阵哈哈后来一阵哈哈
哈哈，，哈的是那么哈的是那么
爽朗天真无邪爽朗天真无邪，，
但却给人一种但却给人一种
生硬无聊的感生硬无聊的感
觉觉。”“。”“相较于王相较于王
宝强宝强，，包贝尔是包贝尔是
一个没有搞笑一个没有搞笑
本 质 的 人本 质 的 人 。”。”

“《“《港囧港囧》》严格来严格来
说只有两个主说只有两个主
角角，，从喜剧片的从喜剧片的
角度来说角度来说，，两个两个
人撑一台戏实人撑一台戏实
在有点勉强在有点勉强，，毕毕
竟徐峥和包贝竟徐峥和包贝
尔不是周星驰尔不是周星驰
和吴孟达和吴孟达。”。”那那
么么，，对此对此，，包贝包贝
尔是怎么想的尔是怎么想的？？

记者：《港囧》发布会上，你念网友
评论念哭了。

包贝尔：徐峥对我特别好。因为当
这个片子上了，所有的负面就会蜂拥
而至。首先没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就只
会用几个字来评价这个电影烂吗？不
会，他会找出一个理由。电影还是徐峥
的电影，薇姐是来加分的，我是最大的
一个突破口。二，看了这个电影、觉得
这个电影不太好的人，就会想很多问
题出现在我的身上，如果是王宝强来
演可能会演得更好。三，看了这个电影
觉得这个电影好，同时觉得《泰囧》也
好的人，自然也会拿出来比较。所以我
觉得这个电影从上的那天起，就会有
人说我，所以谢谢徐峥让我在之前的
发布会就明白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记者：你这次就不可避免的会有“如
果是王宝强演，会如何如何”这样的评价。

包贝尔：你发现你小的时候，从来
没有赢过别人家的孩子。我大学毕业
的时候，每一天也都拿来被比较。比如
说我刚出来的时候，有人说我像佟大

为，我瘦的时候也有人说我长得像李
亚鹏，还有人说像王祖蓝，然而我都没
有他们好。现在还有人说我像王宝强，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看出来的，我觉
得我们俩是完全不同的，也有人说像。
好，没关系，但是这个比较，我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们谁也替代不了谁，100
个人来演这个角色有100种方式，完全
是不一样的，而且表演的好坏界定，也
都是模糊的。那个时候我怕的是，他们
让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了自信，我就不
知道我还要不要干下去。说我长相，我
觉得没关系，我就长成这样了，但是说
到你能力差到你不能干这行的时候，
那个是最可怕，你会怀疑你自己。

记者：所以有人看完电影评价，如
果是王宝强来演的话，我会觉得很好
笑，是包贝尔我就觉得好尴尬，这种会
让你怀疑自己？

包贝尔：对，是表演上出了什么问
题，这不是比较，是压根觉得我不好笑。
本来我也不好笑，我就不是一个好笑的
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特别幽默的地
方，但我努力演好喜剧。 据搜狐娱乐

你为什么不好笑？
有的人站在那儿，你就会觉得好笑，比如宋小宝，我不是。

记者：《港囧》里蔡拉拉是宅男，不
上班，在家啃老，觉得自己有一些天赋，
你对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包贝尔：蔡拉拉是一个很可怜的
人，他家里所有的人，表面上很宠他，但
其实他家里的人都不太喜欢他。你记得
在里面，他家里有人有说他是一个怪
胎，他是一个外星人。每一个人对他心
里都是排斥的，蔡拉拉自己也知道的，
对他最好的可能就是他的姐姐。

记者：你会觉得他很努力的状况，
跟你自己有重叠的地方吗？

包贝尔：我可能没有他那么执着。我有
的时候会懂得妥协，而他从来不妥协，
你扔掉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你侮辱
我的东西就是不行，他会有那样的。但是我
不是，我是一个能接受很多种声音的人。

记者：你自己怎么看待你的喜剧表
演能力？

包贝尔：首先我从来没把我自己定

义为是一个喜剧演员，我只是很真诚地
去演戏，很努力地想把电影演好。但是
就是这样，有的人他站在那儿，你就会
觉得好笑，比如说宋小宝。有的人却需
要花很多的努力和方式，才能引起你的
发笑，这里包括他的经验，他的节奏，说
话的节奏，断句，他的状态，比如说沈
腾。而我呢，不知道怎么样让你发笑，或
者更开心。我也不属于这两者，我能做
的事就是去学习如何让你发笑。

如果是王宝强来，可能会演得更好？
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特别幽默的地方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特别幽默的地方，，我努力演好喜剧我努力演好喜剧。。

画家罗仁礼 很看好这里的“综合生态”

荥窑美学生活馆负责人叶骁：
除了租金低，这里更生活化

青年画家曹卫国
这里涉及面广

蓝顶工厂艺术区
联合发起人刘栋
“艺术氛围”是园区的灵魂

“我能做的就是去学习如何让你发笑”
在《港囧》中的喜剧表演受质疑，包贝尔回应：我不是一个好笑的人，但努力演好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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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称徐峥和包贝尔组合不像周星驰和吴孟达那样具有喜剧“笑”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