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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大咖共论新时代行业新动能
第3届广州文交会出版高峰论坛成功举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由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3届广州文交会出版高峰论坛

在广州举行。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国际合作部主任姜永刚，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江永忠，

广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张华，广州市委宣传部文资办副主任李亚卫、江晶涛和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沈育明等出席论坛，共话出版业在新时代下的机遇和挑战。

沈育明表示，广州作为岭南文化、海丝文化、红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汇聚之地，要通过多渠道开展出版传播，一

方面对内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加大区域性、全球性的文化辐射力度，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平

台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出版业如何创造新动能？对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涛，新华

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总监、四川文轩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践，青岛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悦

读纪董事长马克刚，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悦，北京开卷信息公司总经理蒋艳平和广州市动漫协会

副主席、漫画家林帝浣分别作了主题演讲。值得关注的是，论坛期间，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与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签订，对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出版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

据介绍，本届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历时2个月。期间，一批重要的文化项目将相继在广州签约，广州市也同期

开展百场文化展演活动。 （江 海）

聚焦艺术教育 维欧美术馆落地
10月26日，由 T3 国际艺术区创始人王立新和

维欧艺术教育集团共同合资创立维欧美术馆—VO

Museum入驻北京T3 国际艺术区并启动开馆首展开

幕仪式。作为一个全新概念的民营美术馆，维欧美

术馆将艺术与科技紧密结合，把全球具备“艺术性、

科技性、先锋性、实验性”的优秀作品汇集并展现出

来，成为高品质国际艺术教育服务的桥梁和平台。

王立新说：“这次维欧艺术教育集团联合艾派格斯艺

术集团创办‘维欧美术馆’是以艺术教育为动力作为

驱动美术馆的运营，也是一个民营美术馆的新方法

新模式。”值得一提的是，维欧美术馆的第2场展览

《我们是艺术家！》——维欧·赫尔德 2019师生作品

汇报展即将于12月28日开幕。

华熙国际时代美术馆少儿馆
11月30日，“华熙国际时代美术馆少儿馆”的

开馆展《我的家 我的远方COLOURINGROOM主题创

作展》在北京华熙LIVE·五棵松开幕。华熙国际时

代美术馆少儿馆的创立，是北京时代美术馆此次

作为华熙国际时代美术馆少儿馆的长期推进公益

美育教育计划的又一举措，少儿馆也将通过共建

“美育共创示范学校”等长期公益美育计划，让艺

术家走进校园，增进艺术家与青少儿的互动，提升

美育教育水平以及整个社会对美育教育的关注。

目前，首批参与共建的学校包括主要有育英学校、

翠微小学东校区、图强第二小学、定慧里小学、蒲

公英中学五所地处北京的学校。

单行道画廊乔迁进驻北京松美术馆二期
单行道画廊于2017年创立于北京草场地艺术

区，2019年5月，单行道画廊离开草场地，入驻北京

松美术馆二期新场地，并于12月7日重新开馆。

单行道画廊秉承开放的态度，不拘于任何艺术表现

语言与状态的呈现方式，以多元化的视角观察、发

现、推动具有探索精神的艺术家及艺术行为，并满

足不同规格与调性的展览、项目及活动，致力于推

动当代艺术创新性经验的培育与发展。单行道画

廊乔迁后，首展推出了刘国强在单行道画廊的首次

个展《图形》。据了解，该展览由冯兮策划，展出了

2019年刘国强最新创作的观念影像、机械装置、平

面等作品。同时，根据空间的全新结构，利用布展

有限的时间，现场创作了一件影像作品，并在单纯

的置景基础上进行播放，投射出现实与虚拟的关系

中，有关空间的尺寸与结构被分离并重新复合的逻

辑，以及语言从观念转化至视觉的单一过程。

UCCA宣布成立上海新空间旗下儿童艺术中心
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近日宣布将

于上海成立UCCA新空间，这是继UCCA沙丘美术馆

成立之后，UCCA集团旗下迎来的第3个新场馆。

UCCA上海新空间拟定于2021年上半年落地上海，

将与UCCA集团旗下UCCA Lab携手，对艺术与当代

城市文化、设计、建筑和时尚的多元合作进行探

索。此外，UCCA上海新空间还将推出聚焦年轻艺

术家的项目空间。新空间所在大厦高86米，毗邻

曲阜路站。新空间共计3层，总面积超过5000平

方米，其中包括零售空间、餐厅和室外露台。值得

一提的是，在2021年上海新空间开幕前，UCCA集

团旗下的UCCA儿童艺术中心已于2019年10月

18日正式入驻上海嘉御里，这也是UCCA集团在北

京以外设立的首个儿童教育机构。

国内民营美术馆又添新成员
青年藏家黄勖夫（Michael Xufu Huang）宣布

将与他的新合伙人Theresa Xie在北京打造一家

“聚焦青年文化，培养创新人才”的艺术机构——X

美术馆，届时，国内民营美术馆名单又添新成员。

X美术馆的选址距离北京红砖美术馆不远，其建筑

占地面积约2415平方米，由TEMP建筑事务所设

计改造，空间将囊括展厅、零售空间、餐厅及休憩

庭院。据了解，X美术馆目前拥有约300件藏品，

涵盖了不少如今已经过艺术市场检验的艺术明星

及观念艺术新秀。X美术馆计划于2020年3月正

式揭幕，开幕首展的3年展项目将筛选来自世界

各地的青年艺术家作品进行展出。

安藤忠雄中国操刀设计的和美术馆即将对外开放
和美术馆地处广东顺德北滘新城，是目前安

藤忠雄在中国操刀设计的最大单体美术馆建筑

（另有震旦博物馆、明珠美术馆）。他在岭南风格

的诸多元素中，提取“圆”元素作为美术馆的主要

造型，在建筑形体上呼应“和”＝“和谐”这一理

念。该美术馆的最大亮点是位于中庭的双螺旋楼

梯，由清水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施工工艺难度极

高，是安藤忠雄设计和美术馆的新挑战，堪称“世

界唯一”。建成后的和美术馆总面积约为1.6万

平方米，展厅面积约8000平方米，常设中国近现

代馆藏展厅及当代艺术展示厅，主要关注20世纪

中国近现代以及全球重要的当代艺术。据了解，

和美术馆打造耗时5年，将于2020年3月正式对

公众开放。 （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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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五大关键词

科技的升级带来了很多变化，速度的提升、创作

展示更多样、边界的突破等，说起5G与艺术激发的可

能性，总是让人有着无限的放射性想象。这时将镜头

推进，在5G遇到艺术的种种可能中，从业者可以抓住

5处特写，在细微处静观变化。

速度：快速传输作品无时差。目前，人们对于5G

的理解是基于4G和过往技术的经验，只知道它相对

4G可以承载更快更大的数据量，让以前因为传输带

宽、速率等限制导致的延迟、加载等问题迎刃而解。

知名数码博主“老师好我叫何同学”制作了VLOG《有

多快？5G在日常使用》对5G进行测速，他在视频中

向观众介绍：“5G 平均下载速率在 700Mbps 左右，上

传在80Mbps左右，几乎是4G速度的10倍。”冯延告诉

记者：“5G加载一个线上几个G的AR作品展可能几

秒钟便可体验，让VR可以更加真实（硬件有突破的

话），这使得身处异地的艺术家几乎可以零延迟相互

实时创作出数据量巨大的虚拟数字作品，并邀请全世

界几万人同时参与，几百万人一起全景观看，虚拟与

真实、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进一步被打破，甚至创作一

件不断‘生长进化’的AI作品，与万物互联。”

真实：让观众“置身”现场。AR技术发明于上世

纪50年代，60多年后的5G时代才可能真正发挥出它

的能量。5G将推动受限于带宽和延时的VR、AR等

虚拟现实技术的成熟，基于4K或8K的三维实时影像

的拍摄、生成、处理以及传输，使大众级的高精度沉浸

式体验成为可能，真正让“看到”现场，变成“在”现

场。除此之外，5G还将打破博物馆、美术馆等“白盒

子式”的传统艺术空间，AR、VR等虚拟博物馆将大量

产生，让众多无法直接展示的艺术作品与全球观众实

现“超时空接触”。冯延对此也展开自己的设想，“庞

大的 AR 数据源可以实时创作和随时随地调取，例

如，把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整体‘搬到”798广

场上，甚至还可以在AR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

里做展览，并邀请人们前来观展。第2天，AR蓬皮杜

又‘搬到’了纽约。展览不一定是一个整体，可以是碎

片化地呈现，最终又通过观众数据的介入变成另一种

整体。”

边界：艺术不设限、更开放。5G打破的界限不仅

是艺术创作、艺术品的展示、布展的时间与空间，还是

一种多维度的突破。冯延认为，艺术是探索和实验性

极强且需要高感官体验的表现形式，科技发展不断提

供给艺术“肥料”，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艺术的边界逐

渐消失，变得更加开放。他说：“部分策展人一直讨论

打破展览的边界规则，也做出种种尝试。互联网时代

在打破展览‘中心’与‘整体性’方面也提供了诸多可

能性，时空更加多元，同时更加互动。”

表达：丰富艺术家创作。科技为艺术带来更多可

能性，这句话无论应对哪一种新技术横空出世后对艺

术产生的影响似乎都行得通。具体到5G，艺术家刘

国强说：“对于以网络为媒介的艺术，5G的出现不仅

是速度的变化，它可能会使一些科技前沿离艺术家更

近，也使得艺术创作变得更加现实、有效率、稳定，也

会让每位艺术家受益，5G时代可能会让每个人的定

位更加明确。除此之外，艺术品的传播也会变得更加

具体和迅速，更多的观看方式和传达方式将出现。”近

年来，沈宾也一直关注科技与艺术创作的跨学科领

域。她常被问到, 艺术在科学技术的语境中是一种怎

样的存在？在她看来，艺术应该有向技术发问的态

度, 引发人们的思考及讨论, 从而修正人与科技之间

的关系。她说，“我常跟周围的朋友开玩笑说，科技是

当代的craftsmanship（技艺）, 而我们都是匠人，无论是

作为跨学科策展人还是创作者, 我们都扮演着一个催

化剂一般的角色，以科技为基础的艺术创作并不是一

个娱乐产品，而是应该去引导人反思技术，并在未来

更好地看待及运用科技。”

竞争：加速艺术升级。沈宾回想起自己在皇家

艺术学院读硕士的时候，她记得教授Anthony Dunne

曾说过，当他们在艺术院校读书的时候，英特网还未

出现，如果谁在一个地方的图书馆里发现一本世界

范围内的孤本并从中获取灵感，那么这个创作很有

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不久后，英特网打破了地域的

局限，信息可以在网络上共享，可能世界各地的人都

会因为被同样的信息激发，从而创作出如出一辙的

作品。这时，创作就会面对速度带来的竞争。这种

看似便捷的科技助力将加速一种新的艺术创作的竞

争，而可能这种竞争不再关于新技术、新信息，转而

面向自身的文化经验。索卡艺术中心艺术总监郑嘉

莹也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当科技越来越进步的时

候，反而会越来越凸显艺术与文化的重要性。因为

艺术和文化是科技无法取代或削弱的，它们完全是

一个人在生命跟时空中生存经验的累积，它们的关

系只会互相依赖、相互补充、共同进步，科技的升级

也会带动文化艺术的升级。”

终 极 思 考

如何利用5G盘活艺术资源？

面对 5G，艺术机构纷纷行动，想要抢占先机。

2019年初，故宫博物院和国内最大的5G技术开发公

司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旨在打造一个“智能化的故

宫”；早在2018年，晨画廊也另行成立了壹加万相科技

文化，招募来自艺术、科技、文旅、广告等领域的人员

组成团队，除了主要针对文旅景区提供新的文化互动

解决方案及内容之外，还为艺术家、策展人提供技术

理念与执行层面的支持，致力于未来艺术的体验与研

发，在新信息时代中发掘文化价值。然而抢滩之后，

如何利用5G盘活艺术资源，似乎是每个艺术机构都

要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对此，冯延表示：“对于艺术本

身来说，技术作为一种应用手段，更主要的还是对于

内容的发掘与整合，否则即使是一手好牌，也可能会

打烂。5G能为艺术带来的未知‘进化’，等待着我们

去发现，但前提是要了解并掌握与科学技术交流的能

力。”据他介绍，晨画廊今年年初与当代水墨艺术家合

作在空间内进行了一场数字与水墨互联的展览，他们

在了解艺术家创作脉络后，将其水墨影像数字化，对

接其家乡实时天气多层数据与数字水墨影像产生互

动，进一步延伸了水墨的边界，虽然还未利用5G，但

不失为一次科技与艺术的有益尝试。

番 外 关 注

5G对于艺术教育有何作用力？

值得一提的是，冯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曾提到

5G对于艺术教育的革新，他说，“艺术教育也可能逐渐

转为虚拟，可以在数字世界中提取到丰富细致的学习

内容，通过AI、AR、VR等技术实现‘手把手’学习。”面对

科技发展对艺术的推动作用，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的范迪安曾在不同场合和活动中多次谈及将科技艺

术教育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一是将科学思维和技术革新引入艺术教育，以新思维

激发新想象，把新技术转化为新语言，催生新型艺术

形式，形成新的艺术成果；二是通过科技与艺术的结

合，为社会提供新型应用产品，推动社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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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2月12日，昊美术馆（上

海）年末新展“美丽新世界（Move on China）”及“我与

博伊斯·周啸虎”开幕。据悉，开幕的两个展览将持续

至2020年3月15日。作为首创“夜间美术馆”运营模

式的昊美术馆，夜间也将开放至晚上10点。

昊 美 术 馆 一 楼 新 展“ 美 丽 新 世 界 (Move on

China 2019)”是“www 和中国新媒体艺术三十年”三

年计划的首次展览，该展是艺术家张培力、汪建伟、冯

梦波的三人联展。三位艺术家在他们各自的实践中

均为新形式的媒介赋予了来自艺术家自身的内在理

由，也铭记着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开幕当天，张培

力、汪建伟、冯梦波以及昊美术馆策展人马珏、付了

了、周昕就三位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在学术和思想层

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昊美术馆二楼新展“我与博伊斯·周啸虎”是该馆

推出的持续性项目“我与博伊斯”中的一个部分，邀请

艺术家周啸虎和他的作品《侦探计划——追尾实训》

与博伊斯展开对话。此项目每4个月邀请一位艺术

家用作品的形式与馆藏的博伊斯作品进行对话，并在

博伊斯展区以“展中展”的形式展出。 （闻 创）

展讯

昊美术馆（上海）年末两场新展开幕 重磅跨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2月22日，曾创下115万

微博话题阅读记录、300+小红书笔记推荐、倪妮也亲

自到场打卡的《瑰丽·犹在境》即将在北京嘉德艺术中

心开幕。《瑰丽·犹在境》意在从中国古代文化历史长

河中，溯源东方美学，寻找中国人对美的感悟和表达，

用科技艺术手段，重建经典场景，是一个以数字艺术、

装置艺术为介质，脱胎于东方美学，面向大众的观念

式意境展。

据了解，该展分为七大体验区域，涵盖沉浸式数

字交互体验、艺术沙龙和手作工坊。它是一场艺术对

话，也是一场主客共建。主创团队文化艺术机构GLA

格兰莫颐提取了宋朝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洛神赋

图》（宋摹本）《百花图卷》的东方意象、美学元素，用当

代艺术语言、科技交互，立体演绎中国浪漫。

值得一提的是，《瑰丽·犹在境》此次在嘉德艺术中

心展出期间，还延伸出了全新生活美学实验空间“1 沉

浸HOUSE”，带来从感受美、审视美到创造美的多层体

验。从数字展厅，走进沉浸HOUSE，主题丰富的文化

沙龙、匠心手作、艺术美育活动等，带领观众打破艺术

与生活的界限，将中国浪漫带回日常。 （闻 创）

《瑰丽·犹在境》即将在京开幕 get倪妮同款展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国家艺术基

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相声表演与理论人才

培养”在规定期内严格执行国家艺术基金高

端艺术人才培养的各项目标，圆满地完成了

项目预期内容。

据介绍，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

“相声表演与理论人才培养”自7月11日于天津师

范大学开班以来，在全国遴选了来自天津、山东、

甘肃、河北、陕西、四川、吉林、海南、辽宁等12个省

市高校、院团等单位的30多名优秀学员。

该项目充分利用天津师范大学良好的学

科优势及天津地域深厚的相声曲艺底蕴，整合

多方资源，旨在为继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发展培养一批具有潜力和广泛专业视野、

德艺双馨的高水平相声表演和理论创编人

才。在7月~8月的集中授课环节中，项目聘请

国内20多位知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理论专家

以及高校教授学者、相关文化艺术专家等，并

分别由资深专家牵头搭建4个教学模块，教学

内容包括专业核心素养、表演理论与实践、理

论创作与实践、舞台实践与排演等内容。学员

通过上课观摩、采风调研、交流座谈、实践演

出、曲艺传承等多种形式的研修学习与实践活

动，同时在多位教学严谨、技艺精湛的相声名

家和教授专家的指导下，其相声表演水平以及理论和

作品创编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鲍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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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闻

日前，重磅大展“科技艺术四十年

——从林茨到深圳”登陆深圳海上世界

文化艺术中心，再次将科技与艺术这一

热门话题拉回到人们的视野。要说当下

哪个科技名词被人们提及频次最高，无

疑就是5G，它不仅代表着即将到来的网

速革命，更解锁了科技感十足的新一代

艺术表现形式。5G让人更多的想象有

机会成为现实，其中当然也包括艺术家

的想象和关于艺术的想象。

对于艺术家来说，5G 到底有什么

用？它又能为艺术带来什么呢？中国出

版传媒商报特采访几位“圈内人”，聊聊

5G遇到艺术的三两事儿。新时线媒体

艺术中心（CAC）创办人、MANA全球新

媒体艺术平台董事长张庆红认为，5G对

艺术来说是基础技术的升级，并不在于

某个点的特别转变，就像当初互联网的

普及对各行各业和艺术的影响一样；跨

学科策展人沈宾说，“我现在还无法预判

这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及何种改变，但可

以肯定的是，形式上的变化是不可避免

的”；晨画廊合伙人、壹加万相首席产品

官冯延认为5G除了带来技术的提升之

外，还带来一种新思维，对艺术新的想

象、一种未知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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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江 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