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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五一”假期到了，可以去看摄影展。 今天，2019 年东莞

市青年艺术家圆梦行动启动暨流光菲舞———汪菲菲人物摄

影展开幕式在东莞市文化馆举行。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启动

展览，展出的作品将人之神韵、物之气韵融润合一，唯美、恬

静的风格及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在这个展览中体现得淋

漓尽致。 展期将持续至 5 月 15 日。

据介绍，汪菲菲是知名女摄影师，东莞寮步镇香市小学

美术、摄影教师及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以专人

专版的形式刊登在摄影专业类杂志上， 也曾获得过多个奖

项。 她的作品，取东方画意，意境深远，韵味悠长，引人遐想。

中国女性，经她的镜头描画，其婉约，其柔美，其温柔，其坚

韧，其优雅，其深情，纤毫毕现。

而且，她的作品将绘画和平面装饰的表现手法与人像摄

影手段相结合， 将精湛的摄影技术与美术的意识形态相结

合，思考中国女性之美，思考中国文化艺术之美。在全新数码

时代，汪菲菲用镜头和影像、意象、心像，建构了一个多元立

体的对话主场。

记者获悉， 为进一步挖掘具有优秀艺术才能的人才，扶

持创作推出一批具有影响力和地方特色的公益文化精品和

项目，东莞市文化馆决定，2019 年继续推出东莞市青年艺术

家圆梦行动。 4 月 1 日，东莞市文化馆召集了由馆内外相关

专业学科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开展评审工作。 最终共评

选出 16 人

（组）

入围圆梦行动，其中个人演出类 5 人、个人展

览类 6 人

（组）

、专题演出 5 组。

第一届东莞塘厦汽车

消费文化节明日开幕

以“1+10”形式呈现丰富内容

第一届东莞塘厦汽车消费文

化节将在 5 月 1 日至 3 日在塘厦

体育馆南区停车场举行， 本次活

动内容将以“1+10”形式呈现。 同

时， 活动将引入东莞市 2019 年

“‘以旧换新’汽车消费节”专项行

动，最高补贴 3000 元每辆。

以“1+10”丰富活动亮点

据了解， 第一届东莞塘厦汽

车消费文化规划活动场地面积达

3 万平方米，目前有奔驰、宝马、雷

克萨斯、凯迪拉克、丰田、沃尔沃、

大众等主流汽车品牌参加， 同时

集结塘厦及附近镇街汽车流通企

业、 金融保险等服务商等多品牌

联合，融合全产业链服务项目。 塘

厦副镇长陈广莲介绍， 举办汽车

消费文化节活动旨在提升林村汽

车产业城知名度， 强化林村汽车

产业城在临深片区的辐射能力。

据主办方介绍，“1+10” 形式

即主活动加 10 项配套活动，主活

动包括新车、平行进口车、新能源

汽车、房车销售展示，主要可分为

4S 品牌形象区、新能源汽车区、汽

车体验活动区等多区域。 同时，配

套汽车后市场展销及服务体验、

老爷车展示、摩托车展示、汽车改

装文化展、激情汽车漂移、中国电

信抖音大赛、美食嘉年华、汽车摄

影大赛等 10 项活动，为本届活动

增色。 此外， 现场还将有来自 10

家东莞市

（镇 ）

内特色餐饮、老字

号餐饮、本地餐饮品牌、饮品供观

众在文化节供观展者品尝。

以旧换新最高补贴 3000元

“乐购东莞”系列活动之东莞

市 2019 年“‘以旧换新’汽车消费

节”专项行动，于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举行， 塘厦首先在本届汽车

节引入该专项补贴优惠。

据介绍， 只要市民可同时提

供旧车售卖发票或汽车报废注销

证明

（在

2018

年

10

月

1

日 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期间的）

， 以及

活动期间

（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

新车购置发票，对符合

条件的“以旧换新”汽车消费者予

以一定补贴优惠。 补贴以已参与

“东莞市 2018 年~2019 年‘乐购东

莞’活动”的社消零纳统限上企业

电子消费抵扣券形式发放。 补贴

标准为， 购车发票金额 10 万元~

20 万元的， 补贴 1500 元每辆；购

车发票金额 20 万元~30 万元的，

补贴 2000 元每辆；购车发票金额

30 万元及以上的， 补贴 3000 元/

辆。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叶虹

小长假怎么嗨？ 文旅盛宴等着你

2019年东莞青年艺术家圆梦行动首展亮相

“五一”不仅可以去看摄影展，还可以去看京剧人

物画展。 近日，国粹丹青———陈宗麟中国画作品展在

东莞莞城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为市民呈现了由黑龙

江省美术馆收藏的陈宗麟 86 件“碟墨”京剧人物画作

品。 展览将展至 5 月 13 日。

据介绍， 陈宗麟，1942 年生于四川成都，1964 年

毕业于哈尔滨艺术学院。 他的连环画、国画作品多次

荣获国内奖项，并被黑龙江省美术馆、辽宁近现代博

物馆等多家美术馆收藏。 2008 年起，陈宗麟潜心研究

以瓷碟代笔，在宣纸上泼洒、刮擦、描划，独创“碟墨”

画法，一改传统毛笔画风，结合夸张的变形，使画意更

为粗犷大气。“碟墨” 技法重构了水墨戏画的言说语

境，从新的时空坐标出发，以更为丰富的视觉维度，出

神入化地表现京剧艺术的神韵，传续了华夏源远流长

的国粹精神。

本次展览展出陈宗麟以“碟墨”技法创作的 86 件

水墨京剧人物画。 据莞城美术馆工作人员介绍，这些

画面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国粹京剧，市民可以通过

展出的 86 件作品， 看到非常多耳熟能详的京剧曲目

与京剧人物。 其中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其

他四大名著的相关内容。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陈雪庭 梁启彬

魔术、杂技、动物表演……系列精

彩活动即将开启。 记者获悉，5 月 1 日~

4 日， 隐贤山庄将开启“魔幻欢乐节”。

届时，不仅有魔术精英、搞怪小丑齐聚

景区，还有动物大冒险、大型歌舞等表

演供游客欣赏。

隐贤山庄占地 500 多亩，2017 年

12 月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景区

有摩天轮、过山车、空中大摆锤、高空飞

翔等 30 多项动感刺激的游乐项目。 此

外， 还有老少皆宜的 3D 玻璃桥、 动物

园、水上乐园、恐龙谷、飘雪乐园、立体

花园、亲亲动物园等游乐观赏项目。 其

中， 景区玻璃桥是广东最长的“3D 开

裂”玻璃桥，也是一座带有豪华扶梯的

玻璃桥。

据介绍，景区周边交通方便，距广

深线常平站、东莞东轻铁站、常平客运

站等都比较近，距潮莞高速、东部快

速常平出入口约需 10 分钟车程。 而

且，毗邻隐贤山庄学习型酒店，配备

专业拓展基地、团队建设野炊场、团

队活动烧烤场、 保龄球及羽毛球场

等 ，更有特色餐饮出品，配套设施较

为齐全。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苏武艳

5 月 1 日，东莞市可园博物馆

（石雕

园）

将举行“快乐陶吧”亲子乐活动。 本

次活动限额 30 组家庭， 活动对象需为

5~10 岁的少年儿童

（须有一位家长陪

同）

。 报名参加活动的每个家庭可获得

一个可园建筑陶制模型，现场为模型上

色。 活动结束后，可把亲自绘制的陶艺

作品带回家。 该活动免费，参与者也无

需带绘画用具到场。

据介绍，“快乐陶吧”亲子乐活动是

可园博物馆专为少年儿童打造的传统

陶艺体验活动。 自 2016 年开办以来，一

直深受少年儿童和家长们的欢迎和喜

爱。活动旨在让广大少年儿童了解可园

的建筑之美与岭南建筑文化精髓，同时

有利于培养少年儿童动手能力及增进

孩子与父母间的亲子关系。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隐贤山庄“五一”举办魔幻欢乐节

可园博物馆“五一”邀你体验亲子陶艺

链接

86

件“碟墨”京剧人物画莞城展出

市民在莞城美术馆欣赏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