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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展联动 互动共享
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6月在扬开幕
以“传承·融合·创新”为主题，配以“收藏、鉴宝”等活动

本届博览会以“传承·融合·创新”
由扬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工艺美
术协会联合主办的2018中国（扬州）大 为主题，配以“收藏、鉴宝”等活动，旨在
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暨第十三届中国 打造一场集文化产品博览、文化行业交
玉石雕精品博览会，将于6月15日-18 流和合作于一体，具有扬州文化特色的
日在扬州国际展览中心精彩呈现。 盛会，推动扬州文旅经济发展的盛会。

两大板块 活动丰富多彩

汇聚文化星火照亮创新征程

本版统筹 ：徐伟萍

扬州市文化产业商会
文商界·讯息
日前 ， 扬州工艺美术集团董
事长王岚峰 、 扬州工艺美术行业协
会理事长刘爱国一行赴北京走访学
习 。 探讨工艺美术与文化 、旅游产业
的融合发展 。
■4 月 29 日 -5 月 31 日 ， 扬州玉器
厂第二届手镯珠宝节盛大开幕 。 全
场手镯 6.8 折 ， 更有特价手镯击穿成
本价 ， 其他产品 7.5 折 。 线上所有手
镯惊爆价 ！ 电话 ：87933390。
■5 月 1 日起 ， 扬州工艺美术馆
将举办工艺花卉展 ， 通草花 、 刺绣
花 、漆器花 、剪纸花等传统扬州特色
工艺纷纷亮相 ， 为广大市民朋友们
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花世界 。
■5 月 5 日 -5 月 20 日 ， “ 万物生
长 ” 青年画家三联油画展将在宋夹
城风景区盛大开展 ， 陌上花开的五
月相约宋夹城 ， 感受油画艺术的别
样魅力 。 活动地点 ： 宋夹城风景区
（ 西门 ） 艺术展厅 。
■5 月 7 日 ， 枫林研习社新零售
100 大咖私享会 （ 扬州站 ） 暨 《 母婴红
利 2.0》 新书签售会在江苏扬州召
开 。 本次活动由安康教育承办 。 此活
动来自全国的30余家母婴企业老总
及一线专家积极参与 、学习互动 。 安
康热线 ：15358519582。
■5 月 25 日 -27 日 ， 扬州第二届
教育培训嘉年华盛大开幕 。 聚集扬
州最优质的学科类 、兴趣类 、 语言类
等众多培训机构 ，全年超低价促销 ，
免费课程体验 。 活动地点 ：江苏扬州
邗江区万达广场一楼 。
■6 月 18 日 -6 月 27 日 ， 扬州天天
乐数码带您感受 “ 狂野非洲 - 肯尼
亚 ”10日摄影之旅 。 活动为期 10 天 ，
行程费用 ：29600元/人 。 详情咨询报
名热线 ：13952535839（汪先生 ）。
文/欣柳
■

此外，上海老凤祥、新疆有儒玉府、
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分为工艺
北京中鼎元（玉雕）、辽宁四宝、苏州玉
美术和文化创意两大板块。
文创部分是此次博览会的一大亮 雕、景德镇陶瓷、宜兴紫砂等国内特色
点，也是一次创新之举。国内文创巨 工艺品也将齐聚展会现场。砚台、沉香、
—北京文化投资集团将携“故宫 根雕、核雕、水晶、刺绣、龙泉剑、鼻烟
头——
文创”等6家明星企业来扬助阵；省内 壶、名家字画等众多工艺品将进一步丰
优质文创企业将现场展示最新裸眼 富市民的观展体验。
博览会宣传海报
3D、全息影像、影视动漫等产品；扬州
与此同时，本届博览会还设有配套
瘦西湖文创、京华城文化企业将带来 文化活动，除了扬州特色歌舞、乐器表
6月的扬州精彩无限，各地文化
具有扬州特色的文创产品。扬州大学、 演，由省内行业专家、高校校长及文投 全程跟踪宣传，带给广大市民更全
珍品、文化名企汇聚扬城。2018中国
南京艺术学院等省内高校也将参与此 类的相关负责人主讲的4场以上的重量 面、细致的展会盛况。
扬州市文化产业商会的工美、玉 （扬州）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必将
次博览会。
级讲座将为业内同仁带来知识大餐。
器、漆器等众多会员单位将参与本次 进一步加快促进扬州文化产业的繁
文博会。扬州市文化产业商会常务副 荣发展，提升扬州文化市场的活力与
会长、秘书长姜世华告诉记者：“ 本次 动力，提升扬州城市知名度和文化影
本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配以 国展中心3号馆，预留座位200个，配以 博览会深受广大文化产业人的欢迎， 响力。
“生活美学文创”来丰富展品，展出面积 “收藏、鉴宝”来丰富现场活动。
这样的多展联动，互动共享的模式， 让我们共同期待全国文化名企、
约8000■，使用扬州国展中心1号馆， 在博览会宣传上，主办方将邀请众 将对传统生产、营销、服务、消费带来 行业大咖和广大观众的热情参与，期
预计可搭建标准展位450个；同时，围 多全国性强势媒体进行全方位报道；扬 影响。大运河文博会将是一个欣赏文 待这场隆重的文化盛宴华丽呈现！
记者 徐伟萍
绕“工艺美术、文创设计”为主要探讨内 州发布APP、扬州日报、扬州电视台、扬 化精品、享受文化成果、体验文化消
容，会场布置面积约3000■，使用扬州 州人民广播电台等本地主流媒体也将 费的最佳平台。”

展会面积广 宣传力度大
文商界·雅集

文商界·听涛

“扬州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调研会”成功举行

扬州文商会理事单位——
—天天乐数码推出科技新品

牢记使命 商会常务副会长徐扬主持本次会议。
共话发展 来 BOE画屏：您身边的艺术馆
实木三种不同色调的边框，可在卧室、
自扬州玉器厂、智途科技、木音堂、和敬

文化等会员单位的代表们踊跃发言，分
享了对于当下文化产业的见解与期望。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在未来文化
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产业化生
产，以扬州为基点，向全国推广扬州的
5月4日上午，由扬州报业传媒集团 特色文化产业是重中之重；市里的文化
主办、扬州市文化产业商会承办的扬州 产业招商工作可以更开阔、更深入；并希
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调研会在扬报集团 望各级文化扶持资金能尽量考虑民营企
召开。会议就文化产业市场主体培育、 业的需求，帮助更多企业发展壮大。
扬州文商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姜世
市场竞争机制等问题，邀请扬州文商会
近20位青年会员进行讨论与研究。 华表示，今后将组织更多的活动，积极争取
扬州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扬 政策，促进会员企业更好发展，从而形成促
州市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文 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文/周倩

科技逼真还原本色

客厅、走廊、商务空间等处彰显艺术品
BOE画屏屏幕犹如画布一样，对 位与格调。边框优选上等木材质地，心
比和色彩更真实，每颗像素粒都能呈 怀文化敬意，采用传统榫卯工艺，构成
现令人惊叹的逼真效果，细腻质感犹 富有弹性的框架，让风格更换更简易。
如大师杰作一般。它178度可视角度， 横竖两种显示模式，您可以挂在墙上，
画面可完美呈现。无论在什么光线条 也可以依靠在墙边，随心所定。
件下，不反光、不刺眼，观赏舒适。在环
保方面，BOE画屏可自行设置每隔3至
艺术融入您的生活
4小时自动关机一小时，可谓贴心到
BOE画屏为空间设计出多元丰富
家。
的视觉享受，
让东方与西方、经典与现
风格纷呈，方显本质 代的艺术底蕴融入日常生活中。热线：
文/周倩
BOE画屏特别准备白木、柚木和 85887959。

文商界·风采

转变经营模式，瘦西湖大力开发系列文创产品

文化旅游示范：瘦西湖“这厢有礼”
乾隆主题馆彰显精品文创

近两年，扬州瘦西湖景区转变原 了系统的规划设计，全力打造具有文化
有经营模式，重新规划商业布局，调 特色、具有精神内涵的“有思想的店”。
整经营项目，大力开发瘦西湖系列文 这些店铺不仅仅是销售盈利的阵地，更
创产品。
是景区文化传播的阵地、游客记忆的阵
瘦西湖景区首先对园内经营点进 地。这些文创小店具体有“瘦西湖游礼”
行了梳理，对每个店的经营思路定位、 旅游纪念品专营店、非遗聚集区、丝绸
店铺规划及经营项目内容等方面都做 商品店、轻食小站、童乐园等。

“瘦西湖游礼”已成文创品牌店

“瘦西湖游礼”旅游纪念 型、图案，涵盖了生活的多个
品专营店于年初正式营业。 方面，包括工艺品、装饰品、
瘦西湖景区从品牌形象、店 日用品、食品等四大门类，主
面形象、防伪标识、服务规范 要有徽章、冰箱贴、书签、笔
入手，对新店铺实现四个统 记本、钥匙扣、杯垫、零钱包、
一的标准。并开发了一系列 化妆镜、数码印花伞、遮阳
承载和彰显瘦西湖文化风格 帽、T恤、购物袋、运动水壶等
和历史底蕴的系列文创产 深受游客喜爱也便于携带的
品。其核心内涵是瘦西湖的 产品。景区还专门设计了“瘦
历史文化，灵感来源于对旅 西湖游礼”礼品包装袋，强化
游概念的理解和再现。
品牌形象，旨在让游客在景
“瘦西湖游礼”系列文创 区的每一次消费都是一次文
产品品种多样，设计新颖，且 化体验，一种美好回忆。
每一系列内部均有不同的造

乾隆皇帝在扬州留下许多传说， 我们将茶壶拟人化，设计成了一个盖
他有很多爱好，比如他喜欢收集印章、 碗、茶壶、印章三合一的小乾隆茶器，您
酷爱喝茶，对茶器也非常讲究。瘦西湖 看，壶底还有“古稀天子”的印章。
景区新推出乾隆系列文创产品，这些
豆茶器和玲珑壶都是以乾隆收藏
产品就结合了乾隆的收藏爱好。
的艺术品为原型设计创造的，而且都
“福转乾坤-茶器”，原型是乾隆 是一壶配两杯，这个玲珑壶小巧可爱，
皇帝的掐丝珐琅抱月扁壶，设计师巧 可以用来做随行杯，体现品位，闲来无
妙地将茶杯与壶身融为 事，和朋友对饮聊天，很有雅趣。
一体，高悬的提把与圆
此外，瘦西湖文创将乾隆朝服的
形壶身上下连合，恰似 纹饰应用到一些非常实用的日用品、
一个无限循环的数 文具上，有富贵安康、祥瑞福禄两种系
字“8”，寓意天地运 列的产品，种类也非常丰富，有遮阳
化，无尽圆满。这件 伞、胶带、零钱包、平安符等等。
产品从近两万件商
瘦西湖景区倾力打造的乾隆主题
品中脱颖而出，荣获 馆，不同于一般的商店，他们将这个馆
了2017第四届紫金 做成了精品文创展馆，一个馆一个特
色，之所以名为乾隆馆，是因为这里的
奖银奖。
小乾隆茶器， 产品都是和乾隆相关的，有乾隆茶器系
它的设计灵感来源 列、有乾隆茶饮、还有根据乾隆收藏文
于清代乾隆的《御制诗 物、朝服纹饰等设计开发的各种文创商
集》，里面有很多乾隆 品，都是瘦西湖景区专门设计定制的，
乾隆系列文创产品
年轻时候的画像，然后 一定不会在其他地方见到。文/张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