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鲜美术作品

《阿里郎》《卖花姑娘》等参展

这场展览由四川省文化厅主办，四川

省收藏家协会、四川省三都博物馆与北京

际华春秋拍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际华

春秋”）

联合承办。在这次展览中，有长近

30米的油画组画《阿里郎》，反映了朝鲜

历史故事、朝鲜文化等；还有由朝鲜著名

艺术家金银淑和金正革创作于2009年的

油画《卖花姑娘》，画面细腻生动，卖花女

的脸庞美丽端庄， 隐约带着淡淡的忧伤；

艺术家郑昶谟《飞仙溪谷的春天》则是朝

鲜画的优秀代表作之一。此外，李石浩、郑

钟汝、韩尚益、黄英俊等朝鲜美术名家的

作品也将一并亮相此次展览。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所有参展作品

均由际华春秋提供，朝鲜艺术家的参展画

作25日

（本周六）

将运抵蓉城，并在展览结

束后在成都举办专场拍卖。为数众多的朝

鲜美术作品，是如何来到中国展览，并得

到许可予以拍卖的呢？昨天，成都商报记

者联系到了从事朝鲜美术作品经营多年

的际华春秋董事长马太平。

接到记者电话时，马太平刚刚从平壤

回到北京。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刚

刚与其合作方、朝鲜第二大创作社团———

白虎贸易会社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决定

双方在中国成立分公司，由白虎贸易会社

派专人到中国，负责所属朝鲜美术家们的

作品鉴定。此次展出的作品，绝大多数来

自白虎贸易会社。

马太平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他是从

2007年开始关注到朝鲜美术的，“在那之

前， 我们公司也一直从事书画艺术的收藏

与拍卖。2007年我们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

举办了一场‘中国油画民间学术研究展’，

白虎贸易会社的负责人看到这场展览后觉

得不错，就主动联系到我们，表示希望通过

我们公司， 把朝鲜优秀的美术作品介绍到

中国来，双方就这样开始了合作。”

朝鲜美术水准

“相当不错 让我感到震惊”

2008年， 马太平第一次到平壤考察，

他对自己在当地美术馆中所见的作品水

准感到 “震惊”———“很多作品相当不

错，功底扎实、画面优美。”他认为，朝鲜

美术的价值远未得到很好的体现， 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 值得让更多国内的观众

和藏家了解。

马太平说，2009年8月，在著名当代艺

术批评家栗宪庭的支持和帮助下，公司在

宋庄美术馆举办了一场朝鲜美术展。“栗

老很帮忙， 还亲自指挥人挂画布展。”马

太平回忆起来很受感动。

除此之外，朝鲜美术最让马太平印象

深刻的， 就是艺术家的淳朴和认真。“就

拿白虎贸易会社来说，他们旗下有几百个

艺术家，定期给我们公司提供作品，但是

社长姜正浩最开始跟我说：打算半年只给

我们10幅画！因为他们要挑最优秀、最能

代表朝鲜美术一流水准的作品。”马太平

表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他们对待

作品有多认真。”

因此，这次在成都能有160多幅画作

展出，马太平透露，其中有不少精品是从

2008年到现在积攒下来的。“这次既然是

朝鲜美术作品第一次在成都大规模展

出， 就要留给观众最好的第一印象。”同

时他也透露，展览结束后，9月2日将在成

都举行专场拍卖会。

罗刚哲 崔武光 张元吉 《阿里郎系列之摘苹果的姑娘》

孟非“嫩照”曝光：留着长头发

主持人孟非鲜明的光头形象深入人

心。记者昨日获悉，孟非曾经是个留着长头

发、大胡子的文艺男青年

（上图）

。孟非回忆

当年头发茂密时的有趣往事：“记得那是

在1994年的时候，当时我是一名摄像，去新

疆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西域风情》。在新

疆待了将近四个月，行程达三万公里。当时

也没地方理发，头发就一直留。因为天气实

在太热就干脆扎成了辫子， 后来胡子也越

来越长。我那时又瘦、身材又苗条，刚开始

也没长多少胡子， 就老被人误认为是小姑

娘。那时候我们坐的是一辆蓝色越野车，我

坐在后排，老有车开过去然后就回头看，弄

得我挺不好意思。”

（徐云霄）

黄日华：现在演不了靖哥哥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世豪）

昨日，香港

地区明星足球队V S自贡创兴足球联队大

型慈善友谊赛新闻发布会在自贡举行，黄

日华、关礼杰等明星出席。9月23日，慈善足

球赛将拉开帷幕。

说起以前扮演的角色，黄日华说：“我

拍过很多电视剧，我比较喜欢乔峰，郭靖比

较厉害，现在还在放这部剧。”黄日华《射

雕英雄传》里塑造的郭靖形象，至今仍是

无法超越的银幕经典之一。 当被问还会不

会再次接拍像郭靖这样的角色时， 黄日华

直摇头：“我不可能再演那样的戏了，我长

大了，现在出名了，演郭靖这个角色需要演

戏经验少一点，需要单纯一点。”

近期, 黄日华21岁的女儿黄芷晴进军

娱乐圈一事引起外界广泛关注。 当被问及

如何教女儿演戏时，黄日华说：“尽量放松

自己，不要给她很大的压力，很生活化很自

然地去演戏。有我在不要怕。”那么，会不

会干涉女儿找男朋友呢？黄日华大笑：“没

有，随她自由发展。”

英国“出口禁令”

力保毕加索画作

据美国《郝芬顿邮报》和N BC 报道，

近日，毕加索蓝色时期的重要画作《孩子

与鸽子》获得暂时“出口禁令”，这一法令

是英国政府试图挽救该作品而颁布的。

《孩子与鸽子》是毕加索19岁时创作的，价

值约5000万英镑，不过，这个禁令在12月16

日将失效。英国官员表示，在“出口禁令”期

间希望能够筹集资金购回此画。这件作品原

本是私人所有，但是被借给了英国的一些美

术机构多年， 现在画作的拥有者想出售此

画，但英国政府方面依据相关法律中止了买

卖， 因为这件作品被看做是英国的国家珍

品，所以可以合法延迟出口。直到12月16日

前，英国的公共美术机构和博物馆都可以决

定是否购买这幅作品，至于它们能否在此期

间筹集到如此庞大的资金来购买这幅毕加

索作品，仍然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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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下周一，在成都天府广场

旁的四川省科技馆里，成都观众们

将欣赏到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盛大

的展览———“中朝美术作品展”，

除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之外，还汇

集了来自70多位朝鲜艺术家的

160余幅朝鲜美术作品，许多作品

代表了当代朝鲜最高绘画水准。据

悉，这也是成都首次迎来朝鲜的美

术作品大展。展览将从8月27日持

续到9月1日，为期近一周。

成都商报记者 乔雪阳

郑昶谟《飞仙溪谷的春天》

70多位朝鲜艺术家的160余幅画作周六抵蓉，与中国艺术家作品一起下周一与成都市民见面

成都首次迎来朝鲜美术作品大展

金银淑 金正革 《卖花姑娘》

8月25日，

成都商报携手百利玛首届厨卫节震撼来袭！

1

、 花

1000

元现金购

1500

元现金

券，千万特惠等您享（特价产品除外）。

2

、

9

个品牌多件主打产品全城震

动价格亮剑超级限量购。

3

、报名免费抽价值为

680

元友豪

锦江酒店豪华标准房或豪华单人房

一晚免费住宿。

4

、现场

100

个友豪锦江酒店豪华

标准房或豪华单人房一晚免费住宿

奖等您拿。

5

、活动现场前

200

名下单顾客免

费送

2013

年全年成都商报一份。

6

、活动现场到店有礼，顾客签到

即送凉茶饮料（加多宝）一瓶。

7

、 活动现场下单就可摇转幸运

现金大转盘送百利玛青花瓷笔一支。

优惠内容

1

高新区的业主

专享特惠出炉啦

各区业主的专属特惠纷纷出炉

后，成都商报读者的专属福利自然也

不能少。即将开业的准五星友豪锦江

酒店豪华标准间或豪华单人间一晚

免费住宿就是等你来拿，价值680元。

只要你看到了这里，那么免费住

房说不定就是你的了。赶紧拿起手中

电话，拨打85917009，留下你的姓名

和电话获取抽奖资格， 并于8月25日

前往西三环武侯立交诺丁山小区旁

的百利玛国际厨卫中心成都友豪店

签到， 我们将在当天上午10：30、11：

30分两批抽出免费住房名额。

同时，活动推广期间，登陆成都

全搜索网站8.25成都百利玛首届厨

卫节专题页面， 推荐3人于8月25日

出现在活动现场， 就有机会获取一

晚免费住宿，共7个名额。

登陆新浪微博成都商报官方微

博，转发并@三个好友，就有机会获

取一晚免费住宿，共3晚。

（免费住房

使用时间

9

月

20～10

月

30

日， 提前两

天预约， 最终解释权归友豪锦江酒

店所有。）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成都商报读者不要错过专属福利

2

报名热线：85917009

买瓷砖，价格款式让人眼花缭乱，

这一次，超低的价格让人热血澎湃。

只在8月25日这天， 只在百利玛

国际厨卫中心。

1、产品名称：巴西玛瑙玉石

产品型号：JP80285Q��800×800

����原价：640/张，现特价140/张（限20平

方米）。

原总价：20000元，现特价4375元。

2、产品名称：法国雅黄

客厅20平方米（JA80103Q，800×800，

原价12656元）， 加厨卫墙地砖20平方米

(墙砖SAV3605，300×600， 地砖JH60652，

600×600，原价3125)。

总原价合计：15831元

限时限量抢购价：2999元，共20套。

20套抢购完以后即恢复到活动超低

特价3999元。

橱柜限时限量抢购，震撼价现场揭秘。

金璞陶

现特价

2999元

原价

15831元

（限量20套）

1.9折的瓷砖哪里买？

8月25日百利玛厨卫节等你来!

8

月

23

日，双流区的业主请注意，

8

月

24

日，温江区的业主请注意，成都

商报会在以上日期公布专享优惠，等

待你的不仅是超低价厨卫建材产品，

更有准五星免费房间等你来拿。

8

月

25

日， 记得去百利玛国际厨

卫中心成都友豪店拿走属于自己的

专属优惠哦。

淘宝的价格、大卖场的品质。上周起，我们已经陆续公布了成都商报携手百利玛首届厨卫节上的特惠产品。

25日厨卫节现场，最靠谱的特惠商品预告今日震撼登场，1.9折的价格够不够吸引？1.9折的商品等你来抢！

现特价

140/张

原价

640/张

(限20平方米)

金璞陶巴西玛瑙玉

金璞陶法国雅黄

欧派

欧派

橱柜

特价？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