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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慕群祖父为宁波有名的中医，家中藏书颇丰。
母亲擅长国画，梅兰竹菊画得气韵斐然。书香门第，
奠定了她受教育、习书画的基础。抗战爆发后，全家
避难上海，生活日渐窘迫。为了纾困，她白天到工厂
做工赚钱，晚上坚持去夜校学习美术。

上世纪40年代末，贺慕群先后至中国台湾、巴西
和西班牙。1965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她，在安顿好家
事后，只身前往巴黎定居，从此开始了她长达37年的
艺术苦旅。

她以自身的奋斗和过人的才华，在世界艺术之
都赢得了自己的位置，成为继潘玉良之后，最为杰出
的华裔女艺术家。宁波美术馆副馆长张维萍介绍：

“1968年，她的油画《玩偶系列》参加法国妇女沙龙
展荣获大奖，标志着她的绘画在欧洲艺术界得到了
认可。”

1970年，因为在艺术上的优异表现，法国文化部
专门分配给贺慕群一间画室。那间画室也是她的住
处，简单朴素，她一待就是30余年，她的绝大部分作
品都是在这间不大的画室中完成的。

2020宁波市全民健身季“美丽乡村健
身行”系列活动揭幕站，昨天在象山墙头镇
方家岙村举行。

“美丽乡村健身行”系列活动是我市体
育部门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满足人民群众对体育健身的需求，拉动体
育消费而策划推出的。活动以“倡导全民
健身”为宗旨，融合体育、文化、娱乐休闲、
旅游等元素，促进我市体育产业及相关产
业在特珠时期的发展。

首站活动选择在了美丽乡村、民宿业发
达的方家岙村举行，活动以古道登山为主题，
同时设置乡村集市、打卡集赞、品味美食、主
题展示、定向趣味游戏等五大板块互动。

据了解，此次在方家岙村举行的“美丽
乡村健身行”系列活动揭幕站活动，线上直
播3小时，点击率达到两万人次。接下来
活动将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进行，线
上通过打卡集赞、网络直播扩大全民健身
关注度；线下则是围绕“上山下海”，举办登
山、健步走、定向等各类体育活动，集聚乡
村“体育+旅游”人气。
记者 戴斌 胡龙召 通讯员 孙国栋 金妮

宁波“美丽乡村健身行”
昨在象山启动

宁波籍名家贺慕群作品在线展昨开展
她是继潘玉良之后的杰出华裔女艺术家

在疫情和闭馆期间，宁波美术馆将宁波籍名家作品
作为项目研究、展示单元，在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推出
在线系列展，贺慕群作品在线展昨天开展。

贺慕群，1924年生于宁波，继潘玉良之后的杰出华
裔女艺术家，当年在巴黎期间，她几乎每天都去大茅舍
艺术学院画画。作为留法中国艺术家共同的摇篮，常
玉、潘玉良、赵无极都曾在该学院驻足学习。值得一提
的是，之后贺慕群所使用的画室，也是赵无极曾经的工
作室。旅法中国艺术家间的传承由此可见一斑。

慷慨捐赠作品给家乡美术馆

继潘玉良之后的
杰出华裔女艺术家

这次在线展出的作品是贺慕群2005年捐赠给
宁波美术馆的。

2002 年，贺慕群回国定居上海。国内的艺
术界、收藏界从此开始关注乃至研究她的创作，
其作品频频出现在国内重要的展览和刊物上，
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北京今
日美术馆等多次为她举办过个展，国内艺术界

对她的认知逐渐加深，关于她个人艺术实践历
程以及作品的研究也在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回家乡开展览也是她的心愿。2005年，贺慕
群应邀来正到在建设中的宁波美术馆参观，并约定
了以后回家乡开展览。2012年 3月，“游艺归澜
——贺慕群艺术展”在宁波美术馆举办。

记者 陈晓旻

大乐透第20039期：
01 05 15 22 31 02 09
20选5第20092期：
02 04 07 13 19
排列5第20091期：
5 9 9 8 0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七乐彩第2020040期：
02 05 18 20 24 27 30 29
6+1第2020040期：
4 2 7 6 4 6 猴
15选5第2020092期：
01 04 06 09 13
3D第2020092期：4 9 7

福彩开奖信息

上世纪60年代，贺慕群在卢浮宫。

贺慕群《玩偶系列》布面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