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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让学生接受传统文化

●“学习传统，而不重复传统；学习传统，同时立足
于当代。如何在教育中将传统技艺纳入当代设计思想，产
生能够为现代设计服务的新理念，是我们一直在钻研的课
题。”

———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教授唐绪祥说。
“我的教学理念主要是让学生更生动地体验传统金属工艺
的丰富性。把藏族、苗族、白族等民族的金属工艺进行文
字和图片收集，把优秀的工匠请到教室里来，让学生学习
工艺，同时体会传统文化的丰富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
了丰富年轻学生的经验，让他们在设计思想和工艺技巧上
都获得更广阔的视野。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传统技
艺会在良好的环境中获得保护和发展。而我们的学生要能
够在良好的传承关系中体会到更丰富的传统工艺，同时还
要掌握现代设计规律，才能在社会上走得更远。”

公益性文物保护基金

为文物保护拓宽资金渠道

●“设立公益性文物保护基金，采取社会募集等方式
多方筹措保护资金，重点补助私人产权不可移动文物的保
护维修，激励文物所有者和使用者更好履行保护义务。”

———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朱晓东说。“个人产
权的文物建筑特别是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
纳入了政府依法保护的范围。但目前，这类文物并没有
财政补助渠道，社会资金也难以进入，致使很多文物建
筑破败不堪。据统计，大量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
位的不可移动文物里，缺乏有效的资金投入渠道，问题
最突出的就是传统村落。目前，已公布三批总数为2555
个的中国传统村落中，普查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为
1 1 0 0 0多处，其中6 6 0 0多处属于非国有的不可移动文
物，而且绝大多数是传统民居。其中，三分之二的传统
民居保护状况很不理想。利用公益性基金等平台，是解
决私人产权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维修资金问题的创新之
举。”

艺术品授权将有很大发展空间

●“英国有句玩笑，哪个博物馆缺钱就办女王的展
览，展览一旦开幕，女王相关的衍生品就会热卖。”

——— 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在谈到英国的艺术衍生品销
售现状时曾经这样介绍。“女王展览一年能办个四五次，
衍生品的开发完全能支撑馆里一年的运营开销。除了英国
本身的王室文化受民众追捧，也和经典美术作品得到高度
认知、衍生品定价合理等原因有关，参观者也已经养成购
买衍生品的习惯。事实上，在发达国家，艺术品的销售分
为三个领域，首先是艺术品原创作品的买卖，之后是原创
复制品的买卖，另外是原创授权衍生品的开发。艺术衍生
品开发的关键是版权，有了艺术家的授权，美术馆、画廊
就可以开发系列衍生品。然而，目前中国正处于相关产业
发展的初期，以维权为主，因此会出现和产业对接较少的
问题。”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艺术授权衍生品交易将会
是艺术品消费市场的主流，未来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孙先凯 辑)

□记 者 孙先凯
实习生 王 瑶 秦 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5日至8日，南澳州文
化周在济南举办。4月6日，在山东省—南澳
州结好30周年活动启动仪式的会场外，“南
隅宝地——— 快门定格的南大陆乡情”南澳州
摄影艺术展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流连。广袤
的大海、无际的田园、缤纷的草原、迥异的
原著居民风情……一幅幅反映南澳州风土人
情的照片诉说了那片神奇土地的美丽和神
秘，让人心向往之。除此之外，改编自真实
故事的电影《沙漠驼影》正在历山剧院上

映；4月8日，由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与南
澳州阿德莱德交响乐团顶尖艺术家联袂的庆
祝山东省与南澳州结好30周年音乐会也将奏
响；澳大利亚文物和艺术品修复中心与山东
博物馆签署协议，今年下半年将选派一名专
业人员赴南澳州研修艺术品修复。

近年来，省文化厅一直努力推动文化
“走出去”，利用山东丰富的文化资源，开
展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在省文化厅和
南澳州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双方在文化领域
的交流十分频繁。在去年5月25日举办的山
东省—南澳州合作发展论坛上，省文化厅与

南澳州阿德莱德艺术节中心签署了合作谅解
备忘录，双方约定开展实施一系列文化交流
项目，其中就商定了在山东举办“南澳州文
化周”的事宜。这也是双方签署的第三个关
于文化交流合作的备忘录。据了解，在2013
年南澳州州长访问山东期间，阿德莱德艺术
节中心与山东省文化厅签署首个谅解备忘
录，表明双方建立文化联系、山东组织系列
文化项目参加2014年澳亚艺术节以及未来继
续加强文化合作的意向。2014年，在南澳州
首府阿德莱德举办澳亚艺术节期间，山东省
在南澳州举办“山东文化周”，表演了舞剧
《红高粱》、杂技剧《聊斋遗梦》,展演了泰
山皮影、潍坊风筝等节目，举办了“孔子的
智慧”图片展和日照农民画展等，较为全面
地展示了山东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艺术，在南
澳州引起强烈反响。同时，山东省文化厅与
阿德莱德艺术节中心、南澳大学签署了第二
个合作谅解备忘录，约定为5名山东艺术管
理人员提供奖学金到阿德莱德的文化机构研
修。这一系列文化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
订和“山东文化周”、“南澳州文化周”活
动的开展，为两省州人民架起了文化沟通的
桥梁。

4 月 6 日至 7 日持续两天的“南隅宝
地——— 快门定格的南大陆乡情”南澳州摄影
艺术展，一系列深入南澳腹地的作品将用独
特的视角展现南澳迷人的人文和自然环境。
六位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了南澳大利亚迷人的
海洋和独具一格的灌木丛，用快门记录土地
上刻画的人文印迹。摄影作品不仅呈现了艺
术家眼中独特的南澳大陆自然景观和地表风
貌，更体现了南澳人对自己故乡土地的深厚
情怀。据悉，依照计划，此次展览将于今年
八月的SALA南澳当代视觉艺术节期间同步
展出。

在摄影艺术展上，一组澳大利亚原著居
民的摄影作品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在逼仄的
空间里，原著居民身着颜色鲜亮的衣物，脸
上流露出生活的风霜。创作这些作品的摄影
师斯戴伦·斯维斯在题图上解释道：多幅照

片将焦点对准原著居民，在展示他们生活场
景的同时，也让观众重审土著与殖民者身份
等严肃的历史问题。摄影展为山东观众了解
南澳州风土人情打开了一扇形象化的大门。

4月5日到7日，一部名为《沙漠驼影》
的影片正在济南历山剧院上映。影片讲述了
1977年，年轻的澳洲女孩罗宾·戴维森放弃舒
适的城市生活，为了实现追逐荒野大漠的梦
想，而徒步行经1700英里沙漠的故事。

为了实现梦想，罗宾经历了一系列的考
验：为了得到骆驼，她为农场主免费辛苦工
作了8个月；为了得到杂志的资助，她只能
忍受记者和读者一路上的拍照、打扰。她曾
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迷路，也曾被森林公园
拒绝收留，她甚至丢过骆驼，失去了最爱的
忠犬……然而罗宾并没有被打倒，哪怕皮肤
被晒出红斑，风暴卷走她的食物，她也可以
把孤独当作动力，在荒凉沙漠中舞蹈，在满
天繁星下露宿。当手上的地图一点点变为脚
下的土地，蔚蓝的西海岸终于出现在她眼
前。

《沙漠驼影》改编自真实的故事，影片
对其进行了更加细腻的处理。充满澳洲风情
的音乐渲染出大漠的荒凉，大量的空镜头和
远景镜头又给这荒凉景色增添了壮美之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宾的身影虽然单薄，但
也拥有了与自然对抗的力量。

除了表现主人公的坚韧、传奇，影片中
表现出的人文关怀也是非常亮眼的。罗宾的
成功并非她一个人的努力：一路上摄影师里
克的帮助、四头骆驼和一条忠犬的陪伴、当
地居民的引路、荒漠中一对夫妻的收留……
这些都成为影片不可忽视的闪光点。

影片结束后，观众孙金惠对这部电影所
展示的澳大利亚风景大为赞赏。“我的孩子
就在澳洲，以前只觉得澳洲景色很美，空气
清新。看完这部片子，除了漂亮的风景外更
真切地感觉到了那里的风土人情，人们都很
友好，那些原著居民语言不通却仍然对外来
的人这么热情，大爱无疆的感觉。我觉得这
部电影挺好。”

南澳州文化周启幕
向山东观众展示瑰丽的南澳州风情

□ 孙先凯

按照去年举办的“山东省—南澳州合
作发展论坛”所达成的协议，日前，澳大
利亚南澳州文化周在山东举办，为我省观
众带来富有南澳州风土人情的电影展映、
摄影展览和交响乐音乐会。

作为近年来山东省与南澳州合作发展
的一部分，两省州文化交流的层次与深度
与日俱增。2011年，省文化厅组织展演团
参加南澳州的“澳亚文化节”及中秋节巡
演活动；2014年，山东省在南澳州举办
“山东文化周”；2015年，省文化厅与南
澳州阿德莱德艺术节中心签署合作谅解备
忘录； 2 0 1 6年，南澳州文化周来到山
东……在这一系列你来我往的文化交流活
动中，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之余，笔者更
看重的是两省州文化部门如何交流工作中

的先进经验，这些交流能够为我省文化工
作者带来哪些“长技”的指导。

学习南澳州文化管理的“长技”，首
先离不开人才的交流。笔者了解到，2014
年，省文化厅与阿德莱德艺术节中心、南
澳大学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约定为5名山东
艺术管理人员提供奖学金，到阿德莱德文
化机构进行为期一年的研修。这5名人员已
于2015年赴澳研修，其中两人到阿德莱德
艺术节中心，两人到南澳州州立图书馆，
一人到澳大利亚艺术品修复中心和南澳州
历史管理局。目前，这些人员已经回到各
自的工作岗位上，将所见、所学带回到工
作中，提升视野的同时为工作的改进提出
了一些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曾在阿德莱德
艺术节中心研修的相关人员表示，希望文
化设施多多重视发挥教育功能，为青少年
儿童和年轻从艺人员提供学习和提高的机
会，重视培养对艺术的热情。

在中国文化走进南澳州的交流中，我
省文化工作者也感受到了南澳州在文化服
务上的先进经验。相关人士表示，南澳州
州立图书馆环境温馨，设计非常人性化，
尤其是图书“一卡通”及统借统还的服务

模式，值得我省公立图书馆加以借鉴；位
于南澳州的澳大利亚艺术品修复中心，在
文物修复方面有很高的声誉，其关于文化
保护与修复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值得我省
学习；南澳州被称为“节庆之州”，举办的几
个艺术节很有特色、很有影响，其运营模
式、服务理念也能给我省带来很多启发。

以阿德莱德节庆中心所运作的阿德莱
德艺术节为例，2014年，艺术节为该地区带
来“841个就业机会，7630万澳元经济收益”，
其以“节目为先”的主办理念和注重市场的
运作方式成为全球知名的文化艺术节。

笔者了解到，阿德莱德市的许多剧
院、文化场馆集中在一起，形成了阿德莱
德的文化、娱乐中心。场馆集中为举办艺
术节提供了便利，但比场馆更重要的是节
庆中心花费多年时间逐渐组织起了涵盖多
种文化、多种艺术形式的1000多个文化艺
术项目。艺术节接受政府运营性资金，而
自筹资金占到了六成以上，这些自筹资金
主要来自票务和其他方面。票务之外的餐
饮、场地租用、停车场、工作坊、筹款、
衍生商品、赞助等收入已经远远超过票务
收入。在票务收入方面，节庆中心积累了

过去十几年的数据，通过数据所反映出的
节目喜好程度进行定价，并分析观众喜好
推荐季票和年票。

在运作模式上注重“节目先行”，在
资金筹措上注重票务之外的各类衍生类收
入，在票务方面注重利用大数据精准营
销……笔者认为，这些阿德莱德艺术节的
运营模式能够给我省演艺、文化艺术界带
来很大的启发。结合我省实际，学习和运
用这些先进的运营经验，将是学习和消化
文化交流所带来的“长技”的重要举措。

作为澳大利亚原住居民较多的南澳
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也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2014年，“山东文化周”携舞
剧《红高粱》、杂技剧《聊斋遗梦》，展
演了泰山皮影、潍坊风筝等非遗项目走进
南澳州，在南澳州引起热烈反响。其实，
作为非遗大省，我省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
中也有抢救性保护、人本性保护、生产性
保护、整体性保护多项先进措施。在山东
省与南澳州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要学
习南澳州的“长技”，更要把我省文化工
作的“长技”交流出去。在学习“长技”
和交流互动中共同提升。

文化交流要多学“长技”

观众在参观“南隅宝地——— 快门定格的南大陆乡情”南澳州摄影艺术展。

□陈彬 报道
 4月2日，博兴县几名儿童在当地一

家书店快乐读书。当日是“国际儿童读书
日”，博兴县多家书店举办各种快乐有趣的
读书活动，吸引了众多儿童前来进行快乐阅
读，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

□记者 孙先凯 实习生 秦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省优秀史志成

果奖出炉，共82项成果荣获此奖项，比2014
年多了20项。

山东省史志工作者相继整理出版了一批
史志优秀成果和好的典型，促进了全省史志
事业的科学发展。

据了解，《山东省志·交通志(1986—
2 0 0 5 )》、《山东省志·测绘志 ( 1 9 9 1—
2005)》、《山东省志·盐业志(公元前26世纪
至2005年 )》等荣获优秀省志分志殊荣。
《济南市天桥区志(1991—2012)》、《日照
市岚山区志》、《济阳县志(1991—2011)》
等获得优秀市县级志书称号。《滨州市沾化
区工业志》、《泗水县建设志》、《徂徕山
志》等获评优秀基层(专门)志。莱芜市方志
馆、桓台县方志馆获评优秀方志馆。此外，
还有多项成果荣获优秀年鉴、优秀信息化建
设成果、优秀旧志整理成果、优秀地情研究
成果等荣誉。

82项成果获2015年度

山东省优秀史志奖

□丁来刚 金婉 报道
本报高唐讯 清雅秀丽的山水画，眉目传神的民族女

子，威武雄壮的老虎，身姿优美的金鱼，这些栩栩如生的
作品不是用画笔画出来的，而是用烙铁烙出来的，而这令
人大开眼界的工艺叫烙画。在高唐县姜店镇西潘村就有这
样一位烙画达人潘合运。

潘合运今年50岁。据他介绍，烙画也叫作烫画、火笔
画，讲究勾、勒、点、染、擦、白描等手法工艺，考验用
劲力度，走笔速度，用热烙铁熨出烙痕作画，可以烫出丰
富的层次与色调，具有较强的立体感，能呈现出一定的浮
雕效果。

潘师傅从去年开始大胆尝试在宣纸上烙画。“葫芦和
木板因为材质较硬，难度较低，而宣纸又薄又软，对温度
和手法有着更高的要求，有时一不小心便烙焦甚至烙
透。”潘合运说。经过不懈探索，拥有多年烙画功底的潘
师傅，终于掌握了宣纸烙画的技巧，作品也更为精致。

铁笔生花烙烫多姿世界

□记者 胡勤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31日，由山东艺术学院申报并获批

的“2015年国家艺术基金交流推广项目”《新沂蒙》美术
创作座谈会在山艺举行。

据了解，国家艺术基金是由国家设立，旨在繁荣艺术
创作、打造和推广原创精品力作、培养艺术创作人才、推
进国家艺术事业健康发展的公益性基金。山东艺术学院申
报的《新沂蒙》美术创作项目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作为全
国300多个立项中的16个重点代表之一接受了证书。这也
是我省推广的首个国家基金美术项目。与此同时，山艺还
与临沂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沂蒙题材的艺
术创作搭建了基础保障平台。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桂林说，沂蒙精神激励我们干
事创业，而反映沂蒙精神的美术作品却不多。山东艺术学
院作为全省美术创作的主力军应借助此次国家艺术基金推
广项目的契机，多创作反映新时期沂蒙的美术作品，这同
样也是山东艺术学院的责任与担当。

山东艺术学院院长张志民说，山东人宽厚，有责任
心，这本身就是沂蒙精神特征之一。山东画家要把沂蒙的
奉献精神用绘画的语言表现出来。在敢于突破传统绘画基
础上，要用艺术家独特的视野和感悟，创新风格，把新时
代沂蒙的姿态、形象用画笔画出来。

《新沂蒙》美术作品展

创作座谈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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