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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大学主校区湖边艺术中心

中国新年
庆祝活动
2019
诺丁汉
己亥猪年



感谢以下单位对本次活动的支持：

2019将迎来己亥猪年。
属猪的出生年份有：1935、1947、1959、1971、
1983、1995、2007及2019。猪年出生的名人有希拉
里·克林顿、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朱莉·安德
鲁斯、史蒂芬·金、艾玛·汤普森和亨利八世。

属猪的人性格慷慨、善良、诚实、值得信赖，重视
友谊并且非常受欢迎 。

猪的人的幸运数字是2、5、8或这几个数字的组合；
幸运色是黄色、灰色和棕色；幸运花是绣球花、虫
草和雏菊。

Asia
Business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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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故乡之物
卡特琳·莫伊
1月12日（周六）至 2月17日（周日）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am-5pm
周六9am – 5pm
周日10am – 5pm
湖边艺术中心瓦尔纳美术馆
免费入场

为探讨人与具有重要个人意义的物品之间的特
殊联系，陶瓷艺术家卡特琳·莫伊策划了一场
独特的陶瓷艺术展览，以陶瓷的形式重现中国
学生所述的来自故乡的珍藏物品， 借此呈现在
陌生环境中的文化脱节和沟通困难。

故乡之物
艺术导览
1月23日（周三）下午1-2pm
湖边艺术中心瓦尔纳美术馆
免费入场，建议提前预定

卡特琳·莫伊将亲自带你参观她的展览。

“英国青年艺术家接管城市”活动

易元堂
Art Shake
青年艺术展
1月12日（周六）至 2月24日（周日）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 11am-5pm
周日12-4pm
周一不开放
湖边艺术中心安吉尔访客中心
免费入场

诺丁汉“英国青年艺术家接管城市”活动邀请
了全球两百多位艺术家在本地开展一系列具有
创新特色的当代艺术作品展。作为该活动的一
部分，湖边艺术中心届时将举办易元堂青年艺
术展。

请访问ukyoungartists.co.uk 获取完整节目表
#UKYATake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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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残·印象
国语演出配英文字幕
导演张安婷
设计王晶

2月1日（周五），7.30pm
80分钟 (无中场休息)
湖边艺术中心嘉诺格里剧院
£12（优惠票£10）
适合12岁以上人群观看

由当代华人艺术与音乐会剧场联合出品《老残·印
象》改编自刘鶚的《老残游记》与德彪西钢琴及管
弦作品。德彪西的音乐风格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他
的父亲曾经经营过一家瓷器店。 我们将在舞台上看
到三位音乐家（分别演奏钢琴、长笛、大提琴）与
两位演员的现场表演。《老残游记》讲述了中国人
如何面对20世纪初的洋务运动，而本作品将从老残
的角度，结合当代背景，继续探讨该话题 。

音乐与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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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可归的公民？
英文原声
编剧Ming Ho
导演David Jiang

2月4日（周一），6pm及8pm
45分钟（无中场休息）
湖边艺术中心嘉诺格里咖啡厅
£12（优惠票£10）
适合14岁以上人群观看

来体验一部既幽默又感人的实时音频戏剧吧！作为观众，
你将有机会偷听到一个英籍华裔家庭在筹备婚礼时的冲突
，感受编剧对代沟与文化身份冲突的探索。

届时，观众将和演员同坐在嘉诺格里咖啡厅里，从耳机中
实时体验演员之间的对话。

当代华人艺术团出品

音频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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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市政厅与诺丁汉中国学联联合举办

庙会
2月2日（周六），11am-5pm
诺丁汉市集广场
免费入场
适合各年龄段人群

庙会是中国新年期间的一种文化聚会，因过去
常在寺庙旁出现而得名。如今的庙会可以在各
种地方举行。

欢迎欣赏并来体验中国新年庆祝的传统活动，
包括书法、国画、剪纸、故事会、音乐、舞蹈
、舞龙等，还有机会品尝地道的中国小吃。 

特别感谢诺丁汉市政厅的大力支持。
鸣谢支持： 亚洲商务中心、诺丁汉孔子学院

国画工作坊
1月30日（周三），6-8pm（入门级）
1月31日（周四），6-8pm（入门级以上）
湖边艺术中心视觉艺术工作室
£5（含材料）
适合12岁以上人群参加

欢迎任何对中国国画有兴趣的人士参加。参与
者将有机会得到资深艺术家李凤如老师的指导
。所有材料由工作坊提供。

诺丁汉孔子学院与诺丁汉中国学联联合举办

艺术工作坊
2月9日（周六），中午12-2pm
安吉尔访客中心
免费入场
适合家长与儿童

在诺丁汉中国新年晚会（详见第7页）开始前体
验传统手工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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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孔子学院呈献

2019诺丁汉
中国新年晚会
2月9日（周六），2.30pm及7pm
2月10日（周日），2.30pm
90分钟（无中场休息）
湖边艺术中心嘉诺格里剧院
£8（1月31日及以前预定）
£10（2月1日及以后预定）
£6 优惠票
适合各年龄段人群

通过一系列精彩的二胡、古筝、竹笛
演奏和武术表演，我们将打造结合了
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多重体验，开
启己亥猪年的新篇章。

晚会门票收入将全部捐给诺丁汉大学
乳癌研究中心。

鸣谢支持：湖边艺术中心、诺丁汉中国学联、

亚洲商务中心、海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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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之王：
赫伯特·吉尔平
的故事
（国语/意大利语/英语）

1 1 月29 日（周 二）
5pm: 学生专场，免费
7pm: 公众专场，£9（优惠票£6.5）
65分钟
湖 边 艺 术 中 心 嘉 诺 格 里 剧 院
适合各阶段人群

电影

《米兰之王》是诺丁汉《左狮》杂志拍摄
的首部电影纪录片，讲述了在诺丁汉出生
的足球先锋赫伯特·吉尔平的生平。吉尔
平被公认为AC米兰足球俱乐部的创始人
，甚至被称作“意大利足球之父”。影片
记录了吉尔平一生中，从曼斯菲尔德路上
的童年开始，到在意大利创建足球俱乐部
的这段故事。

《左狮》杂志曾在2018年受邀赴中国参加
北京奥运会十周年庆典活动，并在鸟巢和
水立方体育馆播放了该影片的国语译制版
。如今我们有机会在吉尔平的故乡近距离
了解他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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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孔子学院、思源乒乓球俱乐部和汇桥
体育联合举办

第七届思源杯
乒乓球锦标赛
2月16日（周六），9am-4pm
大卫·罗斯体育馆
诺丁汉大学主校区（西门）

欢迎各年龄段、各国、各级水平的乒乓球选
手参加我们的锦标赛，同贺中国新年。我们
还安排了免费的乒乓球体验环节。报名及获
取更多资讯，请访问
https://is.gd/7siyuancup 

锦标赛分组及奖品

公开锦标赛
（适合高级选手）

男/女单冠军：£150现金及奖牌
男/女单亚军：£100现金及奖牌
男/女单季军：£50现金及奖牌

大众娱乐组
（适合初级选手，欢迎家长与孩子参加）

团体赛冠军：英国本地双人4日游
团体赛亚军：英国本地双人2日游
团体赛季军：英国本地双人1日游

入场费
公开赛单打选手：£10
大众娱乐组：每人£6
乒乓球体验课：免费

鸣谢支持：诺丁汉孔子学院、思源乒乓球俱乐部、汇桥体育
、诺丁汉大学中国学联，诺丁汉市政厅、乒诺丁汉、英格兰
乒乓球协会、Sycamore乒乓球俱乐部、Carlton le Willows
中学、亚洲商务中心、诺丁汉中文学校、海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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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跨国银幕中
的中国酷儿
2月6日至2月7日（周三、周四）
诺丁汉大学当代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举办
LGBT月暨中国新年活动节目

湖边艺术中心嘉诺格里剧院
免费入场，建议提前预定
适合16岁以上人群参加
由Hongwei Bao和Jamie J Zhao博士主持的“
与导演对话”环节将于每部影片结束后举行

上海酷儿的精彩：
CINEMQ

汇演（2018）
导演：Matthew Baren
2月6日，3-5pm
45分钟
适合16岁以上人群参加

2017年7月，为了一场
仅演一次的夜间表演
，上海变装皇后翡翠
小姐召集了本市12位变
装演员。《汇演》向
观众呈现了城市里最
狂热的便装之王和王
后幕后的故事。本片
导演除了拍摄电影以
外，还在英国、香港
和中国从事叙事片和
纪录片方面的合作项
目，探讨社交建构的
身份、生命与死亡等
题材。

欢迎来到酷儿英国：

伊温妮与
克里茜（2017）
导演：He Xiaopei
2月7日，2-3.30pm
64分钟
适合16岁以上人群参加

本片讲述了两位英国人
选择的另类人生，他们
放弃继承一百万英镑的
财产和房产，选择变性
，成为诗人、作家、演
员、潜水员、跨性别旅
行者、电影人和音乐人
。影片着眼于主人公们
既阴郁又不失诙谐的幽
默故事，激发人们思考
社会习俗、社会运动和
身份、人性、幸福之间
的相互作用。

酷儿对华裔的影响：

无声风铃
导演：Kit Hung
2月7日，4-6pm
110分钟
适合16岁以上人群参加

送货员瑞奇和他的妓
女姨妈住在一起。深
陷虐恋的关系中的小
偷帕斯卡尔某天扒窃
了瑞奇，两人从此开
始了一段浪漫关系。
影片追随着两人的旅
程，探讨了爱情、相
互依靠之间的本质。
本片提名柏林国际电
影节泰迪熊奖，导演
洪荣杰是来自香港的
获奖独立电影人。

呈献 来自南宁的爱：

舞娘（2011）
导演：Fan Popo
2月6日，6-8pm
90分钟
适合16岁以上人群参加

本纪录片通过超越华
丽服饰、精美配饰、
绚丽舞台和妖娆舞蹈
的视角，跟随南宁“
唯爱”酒吧中4位变装
皇后长达3年，记录了
一系列感人的现实故
事。导演范坡坡是一
位同志电影人、作家
和先锋人士，毕业于
北京电影学院，中国
酷儿电影节策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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