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连看

全国健身气功气舞大赛总决赛长沙举行
本报11月22日讯 2019年全

国健身气功气舞大赛总决赛今天
在长沙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开赛。

自2017年第十三届全国运
动会增设健身气功气舞项目以
来， 全国各地健身气功气舞项目
蓬勃发展，参与的人数日益增加。
此次比赛在通过选拔赛后有来自
山东、辽宁、安徽等省市共计29
支代表队、 共228名选手齐聚一
堂，展开比拼。湖南共有三支代表
队闯入决赛， 分别是长沙医学院

代表队、 长沙市健身气功运动协
会、长沙市藏鹰健身气功代表队。

据悉， 本次比赛采用集体参
赛形式，各队需从9种健身气功普
及功法和4种竞赛功法中选取动
作、自编套路，其中套路编排内容
不得少于6种功法元素。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健
身气功管理中心、 湖南省体育局、
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共同主办，湖南
省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中心承办。

■记者 叶竹

与世聚竞！国际数字娱乐嘉年华启幕 共吸引12个国家近200名优秀电竞选手参赛

IEF来了，湖南将打造中国电竞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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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2日讯 22日上
午，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楷
隶） 展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
宣布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
（楷隶）展开幕式将于2019年11
月26日上午在湖南美术馆举
行。 第十二届全国书法展分别
由湖南、山东和陕西承办，我省
承办其中的楷书、隶书展，这是
我省第一次承办全国性书法大
展。

国展首次亮相湖南

“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
是中国文联、中国书协的届展，
每四年举办一届，是我国书法艺
术最高规格的综合性展览，至今
已成功举办了11届。 此次大展
由中国文联、 中国书法家协会
主办，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
南省文联、 长沙市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

本次展览经由中书协组织
征稿、初评、复评、终评，本着
“植根传统， 鼓励创新， 艺文兼
备， 多样包容” 的评审理念，将
传统根基扎实， 同时又具个性
风采，且内容与形式、功力与情
性、 笔墨与文辞和谐统一的作
品评选出来，共评选出楷书246
件，隶书115件，共361件书法作
品参展。

据了解，本届展览提倡投稿
作者自撰书写内容，允许同一作
者可多体同时投稿，使这届展览
比往届更能调动书法家的创作
激情， 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与
创新，同时还举办“全国名家邀
请展”， 共邀请了78位全国楷
书、隶书名家的作品一并展出。

展示湖南近年来创作成果

为了更全面地展示湖南书
法近年来的创作成果， 为全国

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营造良好
的书法氛围，湖南省书协、湖南
省书法院、湖南省博物馆于国展
期间，在省博物馆和省展览馆配
合举办湖南七大系列书法展，在
省博举办“千年遗墨———中国历
代简帛书法展”，已于11月10日
开幕；在湖南美术馆举办“湖南
省第七届书法作品展”； 在湖南
省展览馆举办“湖南省隶书作品
展”、“湖南省行书作品展”、“湖
南省篆刻作品展”、“湖南省草书
作品展”；在长沙望城区举办“湖
南省楷书作品展”。 我省的书法
展共展出作品891件，是我省有
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专业书法展
览，也是我省书法作品的一次集
体亮相。

两场精彩论坛等你来听

为充分体现书法创作与学
术并重的理念，与此同时举办了
两大论坛，一是“全国第十二届
书法篆刻展（湖南）论坛”，该论
坛由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振濂、中
书协秘书长郑晓华分别主持，二
是“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
（简帛）论坛”，该论坛由中国文
联书法艺术中心主任、中国书法
家协会理事刘恒主持，由湖南大
学岳麓书院教授陈松长和郑培
亮、张德芳三位专家主讲。

“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
（湖南）论坛”将于2019年11月
26日下午2:40—5:00在长沙望
城大汉金桥华美达广场酒店举
行。

“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
（简帛）论坛”将于2019年11月
27日下午3:00—5:00， 在湖南
省博物馆一楼学术报告厅举办。

本届国展和省展及论坛均
免费对公众开放，市民可通过网
上预约或者直接到馆观展。

■记者 吴岱霞

本报11月22日讯 近日，跨
国联合制作职业体验纪实真
人秀《功夫学徒》在海南圆满
收官。8名异国学徒经过层层
比拼，最后两名冠军候选人林
俊志和何氏英就“创新智慧主
题乐园” 主题展开最后争夺，
来自新加坡的学徒林俊志以
微弱优势战胜了越南的何氏
英，摘得节目桂冠。特邀嘉宾
黄晓明更惊喜现身助阵总决
赛，为学徒们送上了暖心鼓励
并颁奖。

《功夫学徒》 于9月在芒果
TV、湖南卫视、Discovery全球
电视网相继播出， 节目召集来
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
怀揣创业梦的8名国际学徒，在
中国“学姐”艾诚和行业专业导
师的带领下， 深入体验中国九
大科技创新领域的不同岗位，
学习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的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功夫”。

通过外国学徒体验中国职
业的独特视角， 不仅展现的是
中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同
时也是在“命运共同体” 倡议
下， 为全球治理提供一份可供
借鉴的中国方案， 分享中国新
“功夫”。

据悉，《功夫学徒》 是芒果
TV首次联手Discovery打造的
纪实真人秀， 不仅能够帮助各
自拓展观众边界， 还能够促进
文化交流、文明互鉴。

■记者 袁欣

《吹哨人》雷佳音汤唯亦敌亦友
本报11月22日讯 由薛晓路

执导，雷佳音、汤唯领衔主演的
华语首部“吹哨人”题材电影《吹
哨人》 今日发布“昨日说法”特
辑，以别开生面的形式将影片中
的跨国迷局一一展现。影片不仅
有着悬念丛生的剧情，高潮迭起
的动作场面，还有对人性、社会
的独特思考。

雷佳音坦言，自己饰演的马
珂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却因
为前任周雯（汤唯 饰）的出现生
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被陌生人跟踪、 被亡命之徒追
杀、被上司变相威胁……为了查
出真相，马珂和周雯携手开启了
横跨澳、亚、非三大洲的生死逃
亡。 谈及片中这对生死搭档，雷

佳音表示：“马珂和周雯的关系
很复杂也很微妙，夹杂着忘不掉
的惋惜、此次此刻的冲动，还有
无尽的后悔。”

汤唯透露，饰演周雯时最大
的感受是“恐惧与绝望”：“在拍摄
这部戏的日子里，最大的感受是
太绝望。” 而当谈到对正邪难辨
的周雯的理解， 汤唯则走心表
示：“她是一个比我之前饰演过
薛晓路导演的电影中处境都要
复杂的角色，我始终认为不能以
好坏去简单地界定一个人物。”
这一番话似乎在暗示周雯有难
言之隐。 看来她究竟是黑是白，
仍是影片的一大悬念。

电影《吹哨人》将于12月6日
上映。 ■记者 袁欣

赴书法篆刻盛宴，体验汉字文化魅力
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楷隶）展将首次亮相湖南

《功夫学徒》收官
学徒分享
中国新“功夫”

本报11月22日讯 今天下
午，IEF2019湖南·马栏山国际
数字娱乐嘉年华在湖南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省委副书记乌兰、
韩国 IEF国际交流联盟会长李
光宰出席并致辞。省委常委、省
委宣传部部长张宏森，副省长吴
桂英，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
忠雄， 韩国国会议员李元旭、陈
善美、沈基俊、姜炳远、金炳官出
席。

本次活动由中共湖南省委
宣传部、 中共湖南省委外事办、
湖南省体育局、共青团湖南省委
指导，韩国IEF国际交流联盟、湖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广播影
视集团、 长沙市人民政府主办，
长沙市体育局、马栏山（长沙）视
频文创园管委会、 芒果TV承办，
芒果互娱公司执行。

国际数字娱乐嘉年华简称
IEF， 是全球首个跨国数字娱乐

盛会。今年的活动时间为11月22
日至24日，主题为“中国V谷 数
字世界”。 活动由国际电竞大赛、
电竞产业论坛、文创IP作品评选大
赛、互动娱乐展览四个环节组成。来
自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菲律宾、越南、蒙古、哥斯达黎
加、泰国、日本、新加坡、波兰12个
国家的148名选手，共24支团体赛
战队、16名个人选手参赛。

当天开幕式还举办了IEF落
户“中国V谷”湖南·马栏山签约
仪式。签约双方认为，电竞产业
具有文化载体的天然“吸附”属
性，希望结合马栏山视频文创产
业园的产业定位，加快推动“电
竞+影视”“电竞+文旅”“电竞+动
漫”等产业快速融合发展。

据悉，电竞产业是马栏山视
频文创产业园重点发力的产业
板块，目前园区已引进电竞游戏
类企业47家。 ■记者 丁鹏志

IEF2019湖南·马栏山国际数字娱乐嘉年华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