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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太古汇“新潮游园记”多媒体水墨画展开幕

水

水水

墨

墨墨

新

新新

潮

潮潮

起

起起

，

，，

新

新新

年

年年

潮

潮潮

玩

玩玩

游

游游

园

园园

1月22日，广州太古汇“新潮游园记”多媒体水墨画展正式开幕。 据悉，“新潮游园记”与艺

术家林于思联袂合作，融合当代艺术与多媒体互动，潮流演绎传统文化，为市民呈现与众不同

的水墨画展。 据悉，“新潮游园记”展览将持续至2月28日。

信息时报记者 黄冠柽 通讯员 黄海滨

1 月 22 日， 广州太古汇“新潮游园

记” 多媒体水墨画展正式开幕。 在国潮复

兴的当下， “新潮游园记” 与艺术家林于

思联袂合作， 融合当代艺术与多媒体互

动， 将传统文化潮流演绎， 为市民呈现一

场与众不同的新时代节庆。

声光复原岭南园林

水墨游弋当代潮流

牛年新春， 太古汇通过家、 园、 市、

庙等经典年节场景打造“新潮游园记” 多

媒体水墨画展， 再现岭南屋檐姿形、 园林

建筑造景， 以“声光” 重塑新年街市中的

喜庆氛围。 展览细节各处， 更有新派水墨

的色彩笔触藏于园林间。

据介绍， 此次“新潮游园记” 重点引

用作品———星球系列， 由著名新水墨艺术

家林于思创作， 他在水墨画中注入现代巧

思， 打造出一场中国潮式拜年之旅。 中式

屋檐、 园林拱门、 西式滑板墙与外星人等

概念， 为展览现场融入多种混搭元素， 创

造出中式与西式、 传统与新潮相融合的场

景与互动形式。 步入中庭， 穿梭于“除旧

布新” “团圆迎春” 和“开市拜年” 的新

年故事线， 恍若置身于未来与传统交汇的

平行空间。

在主展区， 市民游客还可漫步于烟花

观廊。 烟花观廊借鉴园林开放式建筑造

型， 塑造出带有韵律感的连续景观， 整体

装置从俯视角度呈现爆竹意象， 增添新年

的喜庆氛围。 市民也可在当代创意再现的

镜屋中， 与艺术家笔下的外星人角色一同

穿越拱门。

在太古汇户外花园， 一个特殊的园林

回廊通过光影和水墨涂鸦以当代词汇重

塑喜庆氛围。 回廊外墙布满了喜庆的涂

鸦， 呈现出一道道年节风景。 两侧流动的

线条， 则是源自新水墨艺术家林于思的笔

墨技法。 此外， 太古汇还同步展出林于思

创作神隐之春系列， 16 件作品呈现在一

把把象征圆满的伞面上。

新式语言解码传统

创意转译年节符号

为了将中国新年的传统精髓通过林于

思笔下的“小外星人拜潮年” 故事串联起

来， 更好地传达给受众， 展览现场还采用

一系列数字多媒体手段将传统水墨工艺

和新年习俗糅合， 将年节符号进行转译。

除了主展馆定时上演潮酷灯光秀外，

现场还有互动小游戏“除旧布新” “团圆

迎春” 和“开市拜年”， 引导大众跟着林

于思笔下的外星人

游历岭南园林， 与

腊月里忙进忙出、

收拾里里外外的人

们互动， 打印专属

的创意对联， 收获

本次展览的水墨画

手机墙纸， 亲身收

获新春的美好祝

福。

“我们不仅希望能够成为传统文化的

助力者， 更希望以潮流为媒介， 创作出更

多被中国年轻人认同的‘真国潮’， 让传

统文化和不同类型的艺术被更多热爱美

好事物的眼睛欣赏， 进而交流和分享。”

太古汇总经理黄瑛表示。

据了解， 即日起至元宵节， 广州太古

汇还将安排多场会员工作坊、 元宵游园会

等活动。 市

民可通过当

日消费小票

或会员积分

兑 换入 场 ，

参与小游戏

集印花， 赢

取 新 年 好

运。

这些影片定档年初一，你选好了吗？

距离新春佳节已不足十日，时隔约两年之久的春节电影档期终于重磅回归。 据悉，目前已有《唐人街探案3》《刺杀小说

家》《你好，李焕英》《侍神令》等7部影片定档大年初一。

据灯塔数据，截至1月30日，2021年春节档7部电影预售票房已突破1亿元。 其中，悬疑推理喜剧片《唐人街探案3》以超

6000万预售票房领先。 春节档都有哪些值得大家观赏的影片呢？ 跟着记者先睹为快吧。

信息时报记者 黄冠柽

《侍神令》

导演：

李蔚然

主演：

陈坤/周迅/陈伟霆/

屈楚萧/王丽坤

类型：

奇幻

上映日期：

2021年2月12日

剧情简介：穿行于人妖两

界的阴阳师晴明 ，因与一众妖

怪缔结契约 ，酿成大祸 ，深陷

危机。 而与此同时，妖皇势力

正卷土重来，一场恶战一触即

发。 在风云突变 、局势动荡的

危急时刻， 晴明恍然发现 ，自

己人妖混血的身份 ，竟是这一

切灾祸的关键……

《你好，李焕英》

导演：

贾玲

主演：

贾玲/张小斐/沈腾/陈赫/魏翔

类型

：喜剧

上映日期：

2021年2月12日

剧情简介：

2001

年的某一天， 刚刚考

上大学的贾晓玲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大

起大落。 一心想要成为母亲骄傲的她却因

母亲突遭严重意外而悲痛万分。 在贾晓玲

情绪崩溃的状态下 ， 竟意外回到了

1981

年 ，并与年轻的母亲李焕英相遇 ，二人形

影不离，宛如闺蜜。 与此同时，贾晓玲也结

识了一群天真善良的好朋友。 贾晓玲以为

来到了这片“广阔天地”，她可以凭借自己

超前的思维 ，让母亲“大有作为 ”，但结果

却让晓玲感到意外…

…

《新神榜：哪吒重生》

导演：

赵霁

主演：杨天翔/张赫/宣晓鸣

类型：

动作/动画/奇幻

上映日期：

2021年2月12日

剧情简介 ：

3000

年前 ， 天下动

荡，人神共遇大劫，不想哪吒的一缕

魂魄逃脱天罗地网，世世转世投胎，

这一世与东海市酷爱机车的热血青

年李云祥人神共生。 然而龙族对哪

吒恩怨并未善罢甘休， 有着哪吒元

神的李云祥， 亦无法逃脱被龙族赶

尽杀绝的宿命。 东海危在旦夕，李云

祥是否能够与哪吒元神并肩作战 ，

成为抵抗龙族的英雄？ 东海市的子

民能否得到拯救？

《唐人街探案3》

导演：

陈思诚

主演：

王宝强/刘昊然/妻夫木

聪/托尼·贾

类型：

喜剧/悬疑

上映日期：

2021年2月12日

剧情简介：继曼谷、纽约之后 ，

东京再出大案 。 唐人街神探唐仁

（王宝强饰）、秦风（刘昊然饰）受侦

探野田昊 （妻夫木聪饰 ）的邀请前

往破案。“

CRIMASTER

世界侦探排

行榜”中的侦探们闻讯后也齐聚东

京， 加入挑战， 而排名第一

Q

的现

身， 让这个大案更加扑朔迷离，一

场亚洲最强神探之间的较量即将

爆笑展开……

“ 园 林 回

廊”通过光影和

水墨涂鸦营 造

新春喜庆氛围。

通讯员供图

“新潮游园记” 展览将持

续至

2

月

28

日。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