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媒體藝術家沈偉大型油畫個展《舞繪》將首次亮相香港

當日，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在記者會上宣佈，知名美籍華裔編舞家、導演和當代藝術家沈偉大型油畫個展《舞繪》將

於3月20日至4月4日首次在香港舉行。展覽展出的7幅大型作品將舞蹈語言融於視覺藝術，結合中國傳統山水畫中的

意象，呈現出一個全新的視覺效果。

【亞太日報訊】（記者 李鵬）3月18日，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在記者會上宣佈，知名美籍華裔編舞

家、導演和當代藝術家沈偉大型油畫個展《舞繪》將於3月20日至4月4日首次在香港舉行。

展覽展出的7幅大型作品將舞蹈語言融於視覺藝術，結合中國傳統山水畫中的意象，呈現出一個全

新的視覺效果。

3月18日，一位記者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行的沈偉大型油畫展《舞繪》媒體預展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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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沈偉（右二）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行的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

兩位記者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行的沈偉大型油畫展《舞繪》媒體預展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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