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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被质疑辱华作品被质疑辱华
摄影师陈漫道歉摄影师陈漫道歉

23日，摄影师陈漫为引发争
议的摄影作品（见上图）致歉。

陈漫称：我深深反思，为当
时的稚拙无知而自责。我想我
还是一定要正式向大家道歉。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
深深地热爱着我们的祖国。我
也深知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
当肩负起记录和传递中华民族
文化的使命，用自己的作品展现
出中国美……我已下架各平台
相关内容，避免再次给大家带来
伤害，同时也将多加钻研相关的
历史，多参加相关的组织活动，
加强自己的思想意识……我也
会继续沉淀进学，时刻不忘以新
时代昂扬自信的精神风貌作为
创作源泉，用扎实的作品讲好我
们的中国故事。

此前，在上海展出的《迪奥
与艺术》因为一幅由摄影师陈漫
拍摄的照片引发了网络热议。
头发油腻、眉毛稀疏、眼神凶狠、
浮肿单眼皮配上脏兮兮的眼妆，
还戴着清朝护甲……照片中女
模特的形象令人极其不适，网友
怒批“太阴间”“丑化亚裔”。

《中国妇女报》就此评论称，
我们反对“白瘦幼”的病态审美，
也拒绝制造容貌焦虑，我们更加
反对这些带有偏见和歧视的畸
形审美。“以洋为美”“唯洋是从”
要不得！这背后掺杂着丑化中
国女性形象，曲解中华文化的意
图，某些摄影师和国外品牌的

“审美”，出格了！（综合）

与欢瑞解约“单干”

杨紫新剧尝试心理咨询师
近日，杨紫与合作六年的经

纪公司欢瑞世纪和平解约，并成
立个人工作室。她在社交平台
上发文表示：“感谢这六年来自
欢瑞世纪大家庭的支持和陪伴，
未来路虽需独自前行，但我会继
续为我热爱的事业，更加坚定地
勇敢前行。”

虽然选择离开大型经纪公
司转而单干，但杨紫的曝光度并
没有受到影响。她宣布解约之
后，陆续官宣了数个影视项目。
其中，剧集《女心理师》已于近日
在优酷首播，新电影《猎毒》则将
于2022年上映。

《女心理师》尝试心理
咨询师

《女心理师》改编自毕淑敏
同名小说，由杨紫、井柏然、王
嘉、菅纫姿领衔主演。讲述了心
理咨询师贺顿（杨紫饰）为形形
色色的来访者进行心理咨询，帮
助他们重新与美好生活相拥的
故事。这一路上，贺顿和电台主
播钱开逸（井柏然饰）、意外相识
的好友叶家辉（王嘉饰）、闺蜜汤
莉莉（菅纫姿饰）一起，在一系列
欢乐与感动并行的经历中疗愈

他人，更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逐
渐与自己心底创伤握手言和。

此前发布的卡牌海报揭示
了剧中主要角色的性格标签：贺
顿——SMART（聪明的），钱开
逸——PASSIONATE（热情的）、
叶家辉——MYSTERIOUS（神
秘的）、汤莉莉——DECISIVE
（果断的）。

而在故事上，《女心理师》聚
焦多个社会热点议题，播出的首
集就触及青少年自杀问题。

贺顿作为自杀干预中心的
心理咨询师，接到女高中生尤娜
（章若楠饰）的求助电话。危急
时刻，尤娜的代课老师钱开逸也
及时赶到了现场。为打消尤娜
自杀想法，探寻事件真相，贺顿
和钱开逸两人上演了一出紧急
救援的精彩戏码。

同时，钱开逸的心理访谈节
目《心扉夜话》开播在即，急需心
理咨询师加入，他被贺顿展现的
专业能力打动，想邀请贺顿共同
参与节目……

剧中，心理师对来访者心理
问题不断进行梳理与耐心引导，
从专业的角度帮助来访者了解
自己，从而产生自救的意愿。从
心理师的“他助”到来访者的“自

助”，是击破心理围城的第一步。
这不仅启发着戏中来访者

们突破心理困境，更疗愈着剧外
的观众们，引导大众审视自身心
理状态，传递着饱含社会观照的
温暖关怀。

《猎毒》挑战女缉毒警
察

除了已经开播的《女心理
师》之外，杨紫最近还官宣了一
部新电影《猎毒》，她在片中饰演
女缉毒警察骆佳。

影片讲述了因战友牺牲，骆
佳首次执行卧底任务，伪装成女

毒贩，潜入贩毒集团。为迅速获
取毒贩刘星杰（王千源饰）的信
任，骆佳多次铤而走险，而这场
较量里，还有更大的危险……杨
紫饰演的警察，不仅要改头换面
进行变装，还要熟悉毒贩的种种
交易黑话。在卧底过程中，更被
王千源饰演的毒贩多次设局试
探，甚至是致命的考验。

目前电影已经在青岛开机拍
摄。杨紫表示：“这段时间我跟一
线的缉毒警察交流学习。因为这
个职业的危险性，他们的功与名
在幕后，所以我希望可以把这个
角色诠释好，来致敬他们。”电影
《猎毒》将于2022年上映。（综合）

休斯敦世乒赛首日休斯敦世乒赛首日：：

两对中美跨国混双组合完胜晋级两对中美跨国混双组合完胜晋级
当地时间 23日，2021休斯

敦世乒赛正式挥拍。在混双首
轮比赛中，两对中美跨国组合
均取得开门红，其中卡纳克/王
曼昱以 3:0 战胜俄罗斯选手西
多仁科/泰拉科娃，而林高远/
张安以相同比分战胜葡萄牙组
合蒂亚哥·阿波罗尼亚/邵杰
妮。

中国队曾在2015年苏州世
乒赛上与多个协会组成跨国配
对，其中许昕/梁夏银的组合最
终获得混双金牌；2017 年杜塞
尔多夫世乒赛上，中国队的方
博搭档德国的索尔佳获得混双
比赛季军。

在本届世乒赛首日比赛
中，两对中美混双组合均登场
亮相。卡纳克/王曼昱率先出
战，面对俄罗斯选手弗拉基米
尔·西多仁科和玛丽亚·泰拉科
娃，实力占优的两人完全主导

了比赛走势，最终以 3:0的大比
分战胜对手，顺利晋级。

随后登场的林高远/张安
表现也很出色，没有给首轮对

手蒂亚哥·阿波罗尼亚和邵杰
妮太多机会，最终以 3:0的相同
比分晋级下一轮。

（综合）

卡纳克（前）/王曼昱在比赛中。

《长津湖》延长上
映至年底
距《战狼2》纪录仅差400万

11月 24日，电影《长津湖》
部分版本密钥二次延期，期限为
12月1日至12月30日。影片于9
月30日正式上映，目前票房已突
破56.91亿元，距离《战狼2》创造
的中国影史票房纪录仅差约400
万元。（综合）

《跨过鸭绿江》即
将与观众见面

继《金刚川》《长津湖》之后，
又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电影《跨过
鸭绿江》要与观众见面了。《跨过
鸭绿江》从彭德怀总司令在板门
店停战协议签字时的回忆切入，
以倒叙的手法讲述了这场战争
的始末。

电影《跨过鸭绿江》采用全
景式、史诗性的手法摄制，时间
跨度从战前国际形势的快速演
变一直到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
署，涉及中朝军队与以美国为首
的“联合国军”的整个战争过程。

影片不仅具备东西两线和
五次战役的时空格局，同时展现
了突袭战、防御战，运动战、阵地
战和坑道战等不同特质的多场
激烈战斗。 （综合）

女篮世预赛中国
与法国、尼日利
亚、马里同组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
电 2022 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
杯预选赛抽签仪式 23日举行，
中国女篮被分入 B 组，将在贝
尔格莱德与法国队，以及两支
非洲球队尼日利亚和马里队争
夺正赛入场券。

女篮世界杯预选赛将于
2022年 2月 10日至 13日在塞
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日本大阪
以及美国华盛顿举办，其中贝
尔格莱德承办 A、B 两个小组
的比赛。

A 组四支球队为澳大利
亚、韩国、塞尔维亚和巴西。C
组比赛在大阪举行，包括波黑、
日本、加拿大和白俄罗斯队。
D组的俄罗斯、美国、波多黎各
以及比利时队将在华盛顿竞争
世界杯正赛入场券。

2022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
杯正赛将于9月22日至10月1
日举行，地点为澳大利亚悉
尼。《奇迹》阵容曝光 易烊千玺领衔主演
乔任梁父母谈做美
食博主：好像能让
儿子活得长一点

近日，乔任梁父母乔康强
和高采萍做客节目，谈及儿子离
世后做起了美食博主，乔任梁父
亲说：“我们做这个事情，好像能
够让他稍微活得长一点，就好像
三口之家还在一样。”他表示粉
丝也在关心他们的生活，于是在
侄女的提议下开始拍视频记录，

“而且我们也不能空下来，空虚
下来精神可能会更垮掉”。

乔任梁父亲还透露现在看
到恶评已经“心如止水了”，就好
像体验了儿子生前所体验过的
东西，但他认为“黑粉就像细菌
一样，毕竟是少数”。（综合）

23日，由文牧野执导，宁浩
监制，易烊千玺领衔主演的电影
《奇迹》发布“奇迹小队”角色海
报，官方首度正式曝光阵容。除
此前已公布的客串演员王传
君、章宇、杨新鸣，其他演员惊
喜亮相：田雨、陈哈琳、齐溪、公
磊、许君聪、王宁、黄尧、巩金国
众人共同演绎平凡人众生相。

《奇迹》由周楚岑、修梦迪、
文牧野、韩晓邯、钟伟联手编
剧，定档2022年2月1日上映，
讲述了平凡人追求幸福的故
事。对于此次易烊千玺的表现，
导演文牧野给出了很高的评
价：“他有一个特别少年的外
表、少年的灵魂，却有很成熟的
精气神。既有很天真烂漫的一
面，又有背负和坚持的那一面，
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就是我
心中的景浩。”（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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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起来艺起来”，”，
让市民品尝到文化艺术的让市民品尝到文化艺术的““味道味道””

本报讯（记者 丽萍）每年
金秋时节，不管你是成人还是少
儿，只要你热爱艺术，就能免费
入学我市文化馆的“艺起来”全
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班接受艺
术培养……这是一份属于丹阳
人的特有“文化福利”。如今，在
曲阿大地，一项项文化惠民举措
落地开花，一场场精神文化盛宴
从原来的生活“调味品”变成了
现在不可或缺的“正餐”……

“艺”字头文化惠民工程走进了
千家万户，用温暖和关爱滋养着
城乡群众的心田。

“手中的三寸笔凝聚的是个
人魅力气场，代表着自己精神文
化修养。一个人的字就像外衣
一样，在第一时间展现出来，所
以写好字尤为重要……”每周一
12:30~14:00，在位于我市文化馆
三楼多功能教室的软笔书法（基
础班）培训班上，市书法家协会
主席、书法授课老师张国洪总会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最基本的
握笔、写字姿势开始手把手教学
员进行书法练习。“这个书法班
可以从内到外培养个人的修养，
静心养身，特别的好，我们每节
课都准时来学习。”此次活动得
到学员们的一致好评，大家都表
示很期待每节的课程。

让爱好文化的市民在家门
口免费“学艺”是我市文化部门
的惠民实事之一。今年，市文体
广电和旅游局在充分走访调研、
了解群众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将
一年一度的“艺”字头文化惠民
工程内容和“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相结合，充分发挥文化
馆和社会文化志愿者的双重力
量，用心为群众打造家门口的公
益艺术课堂。自今年 9月底“艺
起来”全民公益培训开启报名通
道后，热门课程书法、瑜伽、茶
艺、古筝、乱针绣以及少儿钢琴、
儿童画等培训班名额瞬间“秒

杀”，广大市民学艺热情高涨。
另据记者了解，市文化馆自

10月 12日起启动“艺起来”全民
艺术普及公益培训，共吸引了近
500人积极参加，开启了他们的
学艺计划。整个培训为期三个
月，每周上一次课，每类课程 12
次（24课时），共有792课时。

今年 38岁的胡女士是一名
企业职工。她从小喜欢唱歌、跳
舞，但因家境不宽裕，从来没有
接触艺术的机会，只能悄悄地在
心里做着“艺术梦”。今年一个
偶然的机会，她在市文化馆公众
号上了解到“艺起来”培训班，便
试着报了名，学习古典舞。“想不
到我竟然还真的圆了这个‘白日
梦’。”胡女士兴奋地说。

上场，放盘，缓缓地行鞠躬
礼，入座布具，行注目礼，温碗后
弃水，开盖置茶，润茶药香，冲泡
奉茶，试饮收具，再行鞠躬礼退
回……在每周五中午的茶艺班
上，浓浓的茶韵在教室里弥散开
来，老师手中花茶盖碗泡法一连
串行云流水的流程瞬间让学员
们的心静了下来，浸润在淡雅的
茶香中。今年 45岁的朱美君是
我市君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她平时经常以茶会友，
却对茶艺不精通，从来没接受过
专业的茶艺培训，今年当她得知
有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班，便
立即报了名，学习茶艺技巧，没
想到上了一节课就让她受益匪
浅，直呼“上了这课，超值！”

据了解，此次培训课程为了
满足了各个年龄段的学员需求，
上课时间特别安排在了中午、晚
上以及周末时间段，吸引了很多
年轻人参与“充电”进行自我提
升，学员当中有企事业单位的在
职人员、教师医生、企业职工、个
体经营者等，成年学员平均年龄
在 36周岁左右。培训课程充分
发挥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的
职能，基本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
的均等化，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此次活动共开设“馆
内成人课程、馆内少儿课程、‘艺
术联盟’少儿课程”三类主题课
程，包含古筝、舞蹈、声乐、摄影、
钢琴、绘画、书法、乱针绣、茶艺、
瑜伽、美妆等 28 门课程。所有
培训课程结束后，主办方将为合

格者颁发结业证书，优秀学员还
将有机会参加文化馆举办的各
类文化活动。

培训全程免费，授课却格外
走心。张丹是我市文化馆馆长，
她负责带每周三中午12:30~2:00
成人古筝班、周四晚上7:00~8:00
少儿古筝班的学员。由于学员
们基础、能力有差别，她在开班
前一晚都会花两个小时做足功
课。“上这个课，我们不能拘泥于
教材，而要根据学员的学习情况
随时调整授课形式，力求让学员
立学立用，学了就能见成果。”张
丹说，近年来，该馆围绕不断创
新文化供给模式，致力于为群众
提供优质文化服务，推出了一系
列纯公益、零门槛的文化惠民产
品。尤其是“与艺同行”“艺起
来”公益课堂等优秀培训项目，
从最初的音乐、美术等单项辅导
发展到现在包括音乐、舞蹈、书
法、绘画、戏剧表演、摄影、舞台
美术、编导等各艺术门类的综合
性辅导。从最初在馆里开班，发
展到现在包括馆内教学、现场采
风教学、微信平台网络授课、二
级三级辅导员基层培训等各种
形式。

“文化馆场地有限、人员有
限，仅靠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要
承担全民艺术普及的重任，显然
杯水车薪。今年我们还通过全
民艺术普及联盟，凝聚社会的力
量参与到全民艺术普及的过程
中来，既扩大了覆盖面，又方便
了市民。”张丹介绍，市民参与艺
术技能培训热情高、需求大，由
于市文化馆场地面积小，无法满
足需求。因此，该馆通过走访、
调研我市多家教育培训机构，成
立了全民艺术普及联盟，开通了

“艺术联盟”少儿课程。铭星之
舞艺术中心、童话今天美术教
育、百诺琴行培训中心等5家

联盟机构向少儿市民提供
公益性免费艺术培训，培训课程
包括素描、美术、主持、舞蹈等，
方便市民根据自己的需求、喜好
就近报名学习。这样一来，全民
艺术普及服务能力显著提高，服
务惠及率大力提升。

“零门槛，全免费，门类多，
能不吸引人吗？”一些学员道出
了报名的缘由。书法、美术、舞

蹈、钢琴、声乐……除了丰富的
课程，师资“含金量”也很高，除
了市文化馆专业干部，社会艺术
培训机构也是有着多年教学经
验的专业老师。对此，张丹认
为，这些只是吸引报名的外部条
件，关键还是人们有了艺术普
及、自我提升的意识与需求。就
如学员丁竹仙所说，虽然常和朋
友观看文化馆各种演出活动，但
参加艺术技能培训还是第一
次。“参加茶艺培训，自己的文化
艺术修养得到了提升，更重要的
是发现文化艺术和年龄、职业没
有关系。”她希望文化馆常态化
举办这种公益学艺班，她以后也
会更加积极参加这样的培训，接
受文化熏陶。

当然，受益的不只是市民，
市文化馆的业务干部也在培训
过程中不断地提高了自己。“对
于我们来说，上公益课既是服务
群众的过程，也是深入群众、融
入群众的过程，它能够促进我们
不断提高授课能力，并且从群众
中获得灵感。”张丹说。

“艺术普及的目的是用而不
是学，不光要给市民提供学的平
台，更要给他们创造展示的舞
台。”据相关负责人说，为了让艺
术能真正为民所用，所有培训课
程结束后，主办方将为合格者颁
发结业证书，优秀学员还将有机
会参加文化馆举办的各类文化
活动，让学员走到群众中，真正
让他们从文化活动的参观者、参
与者，变成文化工作的建设者、
创造者。

家门口的“艺术课堂”是保
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举
措，也是推进艺术普及、开展公
益艺术培训的创新模式。下一
步，该馆将继续强化与社会力量
的合作，筛选出更多愿意从事公
益事业、办学条件好的社会培训
机构，把公益培训延伸到城乡各
地，让“艺起来”培训班为市民精
心烹制出一道又一道“文化大
餐”，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掌握一
门自己喜爱的艺术，参与文化志
愿者活动，将自己身上的文化种
子送到更多的市民生活中，实现
公共文化服务的常态化，让市民
每一天都能享受艺术带来的成
长和收获。

图为“艺起来”全民艺术普及培训班现场。记者 丽萍 摄

图为茶艺班举行开课礼仪。记者 丽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