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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wf

2013年度三影堂77影�� 作品展北京开幕

2013年04月15日 07:39
来源：深圳特区� 0人参与 0条0-

�Y：影堂a影

0人参与 0条0-打印 P�

来源：360新x

WW道推荐

薄瓜瓜��两年：从明星到“失��”

薄熙来qq瓜瓜：我RR家就��么一个看起来
出息像��的

·媒体称李嘉��半数��移欧洲
已布局接班人
·中6委披露中国e施《F合国反腐
�公�》情况
·香港4者追z菲 s被赶出� 菲方
回�
·“最老抗�老兵”文革遭批斗C教 子
女¤学挨�
·温州“弃房”�力加> 目前e数595套
·星巴克中国暴利：�太区利^率v
欧洲16倍

新x]x]搜��

|近平首尔大学演:  |近平�洲
梦
李克强主持座q会  美机接近981平
台
�柏芝有心复合  黄�明被男粉k索

�� 	< �D 体育 d尚 健康 Z子 汽� 房 家居 科技 旅游 �h 教育 文化 E史 @事
fW 博客 Np 公益 佛教 星座

中国3=3=越南疑遭拒
''

越南高�三7Q�最�s一o度抗,，中越
武装冲突并非不可能。

文学青年：巫昂，被66
害的++史

巫昂，一位文学天才极高c人和小j家，�
有幽暗的精神花园。

大NDND：装高��才叫低
俗

j我吸毒太冤；受不了汪峰永�彷徨；中国
�i家太缺。

#凰网�� > 滚�新x > 正文

更多
分享
到：

原�@：2013年度三影堂7影� 作品展北京开幕

N晨“中国人家”系列7影作品

深圳特区�H （�者 梁婷）由北京三影堂7影K<中心&�的“三影堂7影�”近日在北京开
幕。�7影�旨在以开)而具有深度的学<思想C基�，以�当代7影的独立59和判断作C出
�点，邀1国�0委，在不断涌F的新潮流和新2:中，G取具有独立精神和K<潜O的K<家
及作品，支持新人K<家，"而推�中国当代7影的健康�展。

#�0委会!NE致的0G，G出了28位K<家的作品参加2013年度三影堂7影�作品展，
并将参加第五届三影堂7影�的0G。深圳青年7影家N晨的“中国人家”7影系列入G参展。“中
国人家”作品呈F中国不同省份家庭中以“影楼照”作C装;的“室内景�”，探索影楼照与室内空�
的内在,系，并反思当代中国固化与�化的一分C二。 

更多
分享
到：

中*�合声明 搜索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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