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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玉雕免费“招徒”项目昨启动——
—

互联网发帖，全国海选“徒弟”

本报讯（通讯员 马振中 记者 邱凌） 有十足热情的艺术从业者或研究人员。 ‘玉雕艺术研修班’的形式展开，总培训
扬州玉器厂相关负责人谢一明介 时间为158天。项目进行期间，学员学
昨日，由扬州玉器厂主办的、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的项目“当代玉雕艺术创作人才培 绍，2017年扬州“当代玉雕艺术创作人 费全免，所有学员各培训阶段的往返交
养”招生工作正式启动，面向全国海选，招 才培养”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通费、住宿费、所有玉石原料及辅料等
募30名、年龄不超过45岁并对非遗技艺 “该项目为国家艺术基金全额资助，以 费用均由主办方承担。”

“我们首次面向全国发布《招生简 从报名者中遴选出30名学员，并采取集
章》接受预报名，推动扬州传统非遗技 中面授、实践指导、交流考察等多种形
艺传向全国，让扬州玉雕工艺和文化在 式进行培养授课。上周五，扬州玉器厂
年轻一代群体中得以传承。”谢一明表 先通过互联网发布“招徒”帖，目前已有
示，最终他们将按照“优中选优”原则，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人预报名。

国内首个世博收藏展周五开展
全国报名者中“优中选优” 近千件展品讲述百年世博梦
行业“大腕”传授玉雕技艺 展品都有哪些亮点？本报带您先睹为快
解读

打破招徒难现象，
推动“扬州工”的传承与发展
玉雕是扬州传统民间雕刻艺术之一，是 雕全国海选“徒弟”，都有哪些要求？招募的

献实物特展》将亮
相扬州博物馆，备
受市民期待。记者
昨从扬州博物馆获
悉，本周五开始，扬
州市民和外地游客
就可以在扬州博物
馆二楼书画厅欣赏
1889 年巴黎世博会孔雀翎人物绢扇
1851年至2017年
间的865件（组）展
近日，本报曾报道国内
博物馆首个世博文献实物 品，感受中国的百年世博
收 藏 展——
—《 百 年 世 博 情。近千件展品有何看点？
梦——
—龙川居收藏世博文 记者带您先睹为快。

中国玉雕工艺的一大流派。那么此次扬州玉 学徒将学到哪些内容？

“大腕”现场授课
跨界授课推动技艺创新

扬州玉雕作品资料图片

“该项目的申报对象，主要是面向有一
定玉雕基础的艺术从业者或研究人员，年龄
不超过45岁，且能保证培训期间脱产不少
于30天学习。”业内人士表示，从前三天的
预报名情况来看，报名的人数将远远超过限
定名额，竞争激烈。

谢一明解释，正式报名时，申请
者需同时提供电子版和纸质版的个
人艺术简介及获奖证明。“届时，专家
组还将对报名人员的资质进行审核，
再根据业绩成果、专业技能的评定，
进行‘刷人’。”据介绍，这次参与授课
的专家都是全国工艺美术界的“大
腕”，“以扬州玉雕技艺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亚太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江春源、研
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江苏省工艺美术大
师朱士平作为主讲教师。”谢一明表示，此
次还邀请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博士、北京
城市文化学院副院长、漆艺专家陈秋荣等学
者专家跨界授课，突破扬州玉雕的框框，创
新玉雕艺术。

打破招徒难现象
推动“扬州工”传承与发展
记者了解到，扬州玉雕行业曾有不成文 耐住性子钻研这项技艺。
的“行规”：玉雕学徒工，拜师学三年，不能向
业内人士陈先生认为，面向全国，先通
师傅索要一分钱工资。“几年前，宁可不拿 过“互联网”预热，这让“扬州工”的传承与发
工钱，也要学玉雕的大有人在。”一位业内 展得到了机会，
“除了理论学习，以师带徒是
人士告诉记者，多年形成“行规”，近年来已 传承玉雕艺术的主要途径之一。”他告诉记
被打破。
者，这样的模式让“扬州工”与“学徒”双方得
该业内人士表示，如今很多工作室包吃 到了共赢，扬州玉雕工艺在全国范围内找到
包住，每月固定工资也很难招到“学徒”。 了有激情的“好苗子”，而“学徒”也学习了扬
“玉雕技艺是一门需要‘坐得住’的行当，既 州玉雕高超的技艺和文化积淀。
记者 邱凌
苦又要钻研，学习三年也未必能成为玉雕熟
练技师。”他表示，现在鲜少有年轻人愿意

1850

年3月21日大展览的宴会请柬

来自龙川居 近千件展品讲述百年世博梦
扬州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 木雕、文献、徽章、版画等展品，勾
此次展览展期从3月16日至4
《百年世博梦——
—龙川居收藏世博 画“世博之源、版画留影、一物一 月7日，展品跨度从1850年至2017
文献实物特展》是国内博物馆首个 史、徽章故事”等历史长卷。下篇 年，共展示18个单元865件（组）展
世博文献实物收藏展，分“百年遗 “中华梦圆”，展示了“难忘申博、 品，而这些展品来自祖籍扬州，现
珍”和“中华梦圆”两大篇章。其 欢聚浦江、礼宾四海、为章而狂” 居上海的龙川居。
中，上篇“百年遗珍”，通过瓷器、 等盛会图景。

【展品有何看点？】

大展览的宴会请柬

扬州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 这次展品中 ， 年代最久的一件
是1850年3月21日大展览的宴会请
柬 ，这也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世博请
柬 。 请柬宽45厘米 ，高38厘米 ，四周
松榈枝和橡树叶为烫金 ，淋漓体现
19 世纪大不列颠英国皇家帝国的
最高礼遇和尊荣 。

1851年世博开幕瓷盖

展品中有一件 1851 年伦敦世
博会的展品 ，为开幕式彩瓷盖 。 它

直径 厘米 重 克 由英国
生
产 ，釉下彩制作 。 彩瓷画面描绘的
是 1851 年伦敦世博会开幕式的盛
况 ，从这件彩瓷上可以清楚地看见
“ 中国世博第一人 ”——
— 身穿中国
官服的希生影像 。
这件1851年世博开幕瓷盖 ， 成
为迄今中国人参加首届世博会的
珍贵实证 。

国世博扇件 。 此扇件扇骨为檀香
木 ，扇面材质为孔雀翎和绢绣 。 特
别有意义的是 ， 扇件原盒 ， 为黑色
漆面描金 ，中间绘有1889年巴黎世
博会展馆图照 ，展馆后埃菲尔铁塔
清晰可辨 。
早期世博会 ，大清政府拒绝参
展 ，由企业商家自行参展的中国物
件很少有 “中国馆 ”标识 。 这件当时
中国风格的孔雀翎戏剧人物绢扇 ，
加上带有
1889 年展馆图照的扇盒 ，
孔雀翎人物绢扇 推测这很可能是一件当时世博会
1889 年巴黎世博会孔雀翎人 来自中国的参展或出售扇件 。
物绢扇 ，是一件迄今发现最早的中
通讯员 杨双博 记者 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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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John & Joshua Mayer

文化课冲刺，大成助你“艺”路无忧！

艺考之路漫长且艰辛 ， 越往后 ， 往往越是筋疲力尽 ， 但追求梦想
的同学们 ，没有人会说放弃 ！ 而我们看到的 ，是经过徘徊 、失落 、迷茫
之后，一次又一次爬起的坚毅身影。 也许，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广告

遥遥领先的 发行总量
教育培训的 新风向标
实实在在的 宣传效果 广告
覆盖扬州地区、十四年倾力打造，
本地区培训、招生宣传的专业媒体

招生、培训版刊登热线：13905279766

扬州开放大学（原扬州电大）
远程开放教育、老年教育招生
我校具有三十多年办学历史 ， 是全国网络远程教
育统一考试市区唯一考点 ，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 ，
国家承认学历 ，符合条件可授于学士学位 。
开放教育 （国家开放大学 ）：
本科 ：会计 、行政管理
专科 ：会计 、行政管理 、计算机信息管理等 。
远程教育 （南京大学 、重庆大学 、东南大学 ）：
本科 （第二本科 ）： 金融 、 土木工程 、 机械 、 电气自动化 、
会计学 、工商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护理学等 。
专科 ：行政管理 、电子商务等 。
老年教育 ：老年智能手机 、书法 、国画 、太极拳 、体育广场舞等 。
2018春季报名 3月 15日截止 ！
详情咨询 ： 87364675、87703113
报名地点 ：盐阜西路6号 （老电大 ） 广
查询网站 ：http://211.87.32.133 告

广告

邵顺文写作课程
年高考中考单独辅导火热招生
百度邵顺文
大考拼作文

2018

学习内容：高考写作素材和高考作文八个抓分点
中考写作技巧和中考作文四个抓分点
针对高三年级 高二学生可以提前介入学习 初三年级 初二学生可以提前介入学习
●

（

）、

●

（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 （可以晚自习后学习 ）

地点 ：四望亭路摩尔·曼妮商务楼520教室
报名缴费方式 ：微信直接报名缴费 微信电话 ：13813813722

）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