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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運程星座運程
白羊座 3/21-4/193/21-4/19 金牛座 4/20-5/204/20-5/20 雙子座 5/21-6/215/21-6/21 處女座 8/23-9/228/23-9/22獅子座 7/23-8/227/23-8/22

天秤座 9/23-10/229/23-10/22 天蠍座 10/23-11/2110/23-11/21 人馬座11/22-12/2111/22-12/21 水瓶座座 1/20-2/191/20-2/19 雙魚座 2/20-3/202/20-3/20山羊座 12/22-1/1912/22-1/19

巨蟹座 6/22-7/226/22-7/22

在異性面
前吹牛，會
有被對方揭
穿老底的危
險，還是實
事求是的好
。對信息資

料的理性分析，今天可派上用
場，在投資上將有不錯的收益
。切忌在工作時間研究理財產
品，會有小人告密而受到批評
的危險。不安寧的一天，情況
有點糟，想辦法善後。

單身者今
天顯得失落
，缺乏信心
，容易產生
愛情恐懼症
；和朋友一
起去釣魚吧

，看日出賞日落，今天大自然
的美好有助於淡化彼此的距離
感；出差辦公者最好隨身攜帶
地圖，有迷路的危險。夫妻之
間應尊重彼此的不同觀念，不
要一口就否定對方。

有伴侶者
不妨與伴侶
出去走動走
動，今天是
個提升戀愛
運勢的好時
機。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貴人幫了
你的大忙。參加工作研討的人
員略顯浮躁，進程緩慢只是表
象，中午過後，洽談會朝有利
自己的方向發展。浪漫的一面
突顯，適合主動創造機會！

桃花運旺
，已婚者與
另一半一起
回憶曾經走
過的日子，
彼此從對方
的眼中能找

到不少激情。單身者不要放過
對你釋放電波的異性，就有機
會開展美妙的戀情。晚上的娛
樂活動別太晚，充足的睡眠是
保證精神充沛的不二法門。心
情不好時，千萬別瘋狂購物。

抽時間攜
同另一半去
電影院看場
愛情電影，
能從中體會
到彼此的愛
戀之情。單

身者穿著打扮可以新潮前衛一
點，能提升桃花運。投資前景
明朗，若能找到得力的投資夥
伴，是個不錯的時機，能將風
險減到最低。事業運略差，容
易感受到口舌糾紛。

今天與異
性接觸的機
會多，易獲
得正面評價
。投資上會
遇到少許麻
煩，冷靜思

考就能想出對策。工作上有利
自我表現，在人群之中不妨大
膽地展現出自己的長處，能博
得不少喝彩。單身者的感情生
活豐富精彩，可望談一場轟轟
烈烈的戀愛。

若別人不
願意幫你，
大可不必生
氣，從他人
的角度多考
慮。花錢請
朋友吃喝，

不必講排場，只要雙方都盡興
，又不影響友情，實惠一些來
得更好。已婚者容易對另一半
產生審美疲勞，應加強溝通；
單身者多參加聚會，可提升桃
花運。

今天約對
方看場電影
，可讓平淡
生活散發出
玫瑰的氣息
。注意平復
緊張或興奮

的情緒，學習的狀態才能達到
最佳。財運普通，生意人在與
客戶談判時，多留意對方的想
法才不會失算。有逢場作戲、
結識新歡的機緣，但談感情還
需要深思熟慮。

不論是從
財運還是從
事業運上來
看，今天挺
適合去討債
收帳，軟硬
兼施、威脅

利誘……反正不達目的絕不罷
休，如此就能追回款項；夫妻
情侶間不一定要有驚喜、感動
才能穩定感情，兩人坐在家中
依偎著看看電視，也能感覺甜
蜜。

外出活動
會比待在室
內更能提升
財運。上班
族工作態度
積極，敢於
表現自己，

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容易獲
得採納；對充滿神秘氣息的事
物感興趣，可多翻閱與此有關
的書籍。今日你會用富有深意
的眼神向周圍散播愛情密碼，
並期待懂得破解之人的回應。

工作進度
過於緩慢，
但幸好會獲
得同事的諒
解，並得到
他們的幫助
。已婚者會

因為工作忙而冷落對方，多給
對方一些關懷，事業愛情也會
兩頭誤；財運不順，出門得當
心，最好不要隨身攜帶貴重物
品。單身者多參與戶外活動，
接觸不同類型的人。

愛情運較
弱，送一個
小禮物給對
方能使感情
有所升溫。
證券投資者
，到證券交

易所瞭解情況，不僅能結識志
同道合的人，還能獲取不錯的
投資建議。之前對創業有滿腔
熱情者，能更理性的分析市場
環境。有亂花錢的傾向，最好
把錢財交給貼心人保管。

D1廣告：工商、專業

溫哥華保利藝術館

中加女藝術家作品展中加女藝術家作品展
中国當代女性藝術的繁盛是在1990年代之後。這三十年來，女

性藝術家人數大大增加，其藝術形態愈加多样。此次展覽選取了
精心選取、展示了中加兩國27位藝術家的代表作品，藝術形式涉
及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影像藝術、首飾設計等藝術門類。

文：盛滔滔圖：溫哥華保利藝術館

適逢加拿大150周年，在一整年系列慶祝活動
的最後，2017 年 12 月 12 日溫哥華保利藝術館
「花樣年華——中加女性藝術家作品聯展」盛

大開幕。
展覽為溫哥華觀眾帶來了中國著名藝術家蔡

錦、概念藝術家崔岫聞、肖魯、申玲等中國最
具代表性的當代女性藝術家的代表性作品，同
時也收錄了 Emily Carr, Rita Letendre, Marianna
Gartner等加拿大著名女性藝術家的作品。

展覽學術主持傅怡靜博士表示，此展有三大
價值：第一，獨出心裁地以中加當代女性藝術
家的藝術形態生長的真實呈現為展覽核心，展
示出一種不同於男性的經驗感知、思維創作方
式，凸顯出當代女性藝術獨立的美學品格與精
神指向；

第二，參展作品的形式是多渠道、多層次、
多面貌的，從中可以對不同專业的女性藝術家
的體驗、擇取、表達的方式進行比較研究；再
有就是展覽嘗試進行一場中西藝術的對話，以
不同文化背景觀看中西藝術之道。

女性藝術的獨特表達

中国當代女性藝術的繁盛是在 1990 年代之後
。這三十年來，女性藝術家人數大大增加，其
藝術形態愈加多样。由此展覽觀眾追隨女性藝
術家獨特的觀察社會和人性的視角，探尋她們
對社會、歷史、文化和生命的理解和表達，從
那些無聲的畫面中，我們幾乎可以 「聽到」她
們或粗獷、或細膩的藝術表達的 「聲音」。

此次展覽策展人同時自己的銅版畫作品也有
參展的藝術家董慧萍表示，展覽的最特別之處
在於從中國及加拿大參展藝術家的作品中，洞
察到兩國當代女性藝術發展的脈絡——時跨近
百年，藝術的媒介不斷地延伸與演變，女性藝
術家以一種特殊的表達方式回應並見證了這個
時代的發展。

「女性藝術的視角、情懷與生活密不可分，
無論是用什麼媒介，取材什麼主題，與其說她
們是在做一件作品，不如說是在用不同的媒介
抒寫一首心中的詩。再有，我們還可從本次展
覽作品中看到中加兩國女性藝術家們在原創媒
介中，創造了受20世紀西方現代及後現代藝術
深刻影響但同時又具有鮮明風格及本土文化特
征的藝術。」

做為此次展覽總策劃、保利文化北美董事總
經理陳宜女士表示： 「希望本展成為一個開端
和橋梁，不斷促進中加兩國女性藝術家進行更
多的交流和對話、促進當地文化市場的穩定與
繁榮、推動國際文化交流與發展。」

▲ IU - No. 9 崔岫聞
崔岫聞是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的當代獨立女性藝術家之一，也是第一個在英國泰特美術館展出作品
的華人藝術家。IU的中文意思是 「我」 和 「你」 ，而 「我」 和 「你」 也非常符合藝術家的藝術理念
——將藝術和大家聯系到一起。

日期： 即日至2018年1月31日
時間： 10:30am -5:30pm（周六 11:30am -

6:30pm；周一及公眾假期閉館）
地點：溫哥華保利藝術館（905 W Pender

St #100, Vancouver）
門票： 免費
詳情： www.polyculture.us

◀《聖靈帶着鴿子的面具》
（Holy Spirit Wears a Dove
Mask）by Carollyne Yardley
Yardley是一位視覺藝術家。其
寫實油畫始於重新闡釋文藝復
興時期靜物意象，從動物到混
血人類，以肖像探索古人類這
種形變的古老信仰和動物的祖
先，她的題材還有獸頭人。

▶《我們是情人》（We're
Lovers by Marianna Gartner）
Gartner的繪畫經常受到老照片
中主題的啟發，創造出了能夠
挑戰當代觀眾的場景，常被描
述為各樣的 「不安」 ，並具有
「令人困惑的品質」 。她的作
品主要在柏林、巴黎、紐約、
維也納、布達佩斯和蘇黎世被
展出與收藏。 加特納現在居住
在加拿大。

▶《浴室》董慧萍
《浴室》是董慧萍於1990年代創作的系列銅版畫
組圖之一，人物構圖上采用了中國畫的 「散點透視
」 法。畫面中浴女形象的處理，主觀抽像、空蒙靈
動，畫面和情感交織在一起，使浴室中呈現出的生
命動態。藝術家將中國繪畫方式和東方女性氣質巧
妙地使用在銅版畫創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