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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李永华

陶艺创作乐在其中

传承淄博陶瓷烧制技艺

搓泥条、手拉坯……来自韩国、美国、英
国、土耳其、澳大利亚、刚果共和国等国家的
45名国际陶艺大师及内蒙古、江苏、上海等国
家级、省级陶艺大师们在一起手工制作陶艺作
品，刚开学的1954陶瓷学院的新生们也加入到
制作队伍中，共同分享泥与火的愉悦。这些现
场创作的作品将一并进入古老的方窑，使用木
柴烧制，再现久远的陶瓷烧制技艺。

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所谓木火节，就是
用古老的窑炉，以木柴为燃料，烧制陶瓷的一
种传统工艺再现。淄博陶瓷烧制技艺，2011年
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连续举办11届的国际木火节，成为
淄博国际陶瓷博览会的一项主要活动。

自2005年至今，共有60多个国家500余人次
外国陶艺家参加木火节，国内陶艺家参加木火
节超过600人次，累计创作各类陶艺精品1200
余件，代表了国际陶艺最高水平。其中，许多
精品被山东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齐鲁陶
瓷琉璃科学与艺术博物馆等永久收藏，还有部
分陶艺作品曾代表山东省参加上海世博会获得
展会金奖，参加全国非遗保护成果展获得金
奖、银奖。

木火节由淄博泰山瓷业有限公司承办，泰
山瓷业董事长卢德国告诉记者：“中国
（China），没有哪个国家的名字如此紧密地
与瓷器结合在一起。”在他看来，中国与瓷
器，注定纠缠。在保持原配方和古老烧成技术
基础上，泰山瓷业不断创新工艺美术方法，终
将鲁青瓷打造成为国礼，多次由国家领导人赠
送外国元首。

“有着久远历史和厚重文化的淄博陶瓷，
仍需博采众长，广泛吸取不同国家、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的陶瓷文化和技艺，为己所
用。”卢德国说。如今，先后有60多位国内外
陶瓷艺术家受聘于泰山瓷业，进行艺术指导，
参与设计与创作。

为了和平的艺术

打开国门享誉世界

伴随着11年木火节，淄博陶瓷已悄悄走向
更广阔的舞台。不同国度的艺术家们带来了创
新元素的碰撞，韩国金容文大师创作的《自
然》、土耳其穆特鲁巴斯卡亚创作的《希
望》、美国布雷德伊万泰勒创作的《切割》，
不同风格的作品，均带着本土文化的印记。

“‘为了和平的艺术’是这届木火节的主
题，它用文化交流做纽带，拉近世界各国的关
系，共同为了文化的发展、为了和平美好的世

界而努力。”国际木火节组委会会长、韩国陶
艺家金容文表示。

2005年中国（淄博）首届木火节时，金容
文就曾来到淄博。“再看本届木火节，高楼大
厦、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中，竟有这样一处返璞
归真的‘大厂房’，特别适合创作，能够激发
灵感。”在本届木火节上，金容文受聘为淄博
陶瓷学院客座教授。

来自美国芝加哥的艺术家雅各莫伊特已经
是第三次来到中国交流学习，这次他向其他陶
艺家请教了陶碗的制作技艺。雅各莫伊特既是
陶艺家，又是摄影师和制片人，多重身份让他
在通过粘土展现艺术世界时，更多地注重探索
抽象的创意。

由他创作的作品《混乱的和平》，构思奇
特，色彩搭配大胆跳跃，看似随意喷洒，却带
来视觉上的冲击。“作品的灵感来源从混乱嘈
杂现实生活中求得一方心灵的净土，追求内心
和头脑的安宁。”雅各莫伊特说。

今年46岁的雅各莫伊特在好莱坞从事了17
年的影视业后，发现了新的展示艺术的途
径——— 粘土。他看重创作瞬间的自然的艺术作
品。粘土的展延性使得他可以直观、积极地在
静观、进化、传承、和平与混乱中探索抽象的
重复的创意。

谈及2017年淄博国际木火节，雅各莫伊特
兴奋地说：“国际木火节非常棒，能够感受中
国特别是淄博博大精深的陶瓷文化，认识更多
的陶艺家，对我的创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在保护中传承

在传承中创新

“采用中国传统方窑烧制是本届木火节与
往届不同之处，此外我们还专门为国内陶瓷专
业学子搭建了与国内外陶艺家交流切磋的平
台，吸引了清华美院、中央美院等知名高校师
生，也是为淄博陶瓷烧制技艺这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承担起我们应尽的责
任。”卢德国表示。

对于泰山瓷业而言，在传承和保护中，孕
育着千载难逢的机遇，正是在对鲁青瓷、淄博
花釉和淄博陶艺等门类烧制技艺和制作技艺的
传承、保护和创新的过程中。与泰山瓷业一
样，国际木火节也在传承中外陶瓷文化的过程
中不断激发传统陶瓷艺术，使其焕发出无限的
青春与活力。

艺术无国界，国际木火节以陶瓷为载体，
以文化为纽带，把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聚集在
一起进行创作交流，推动淄博陶瓷文化产业与
国际接轨，对于提高淄博陶瓷的国际地位、打
造“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品牌形象和淄博陶
瓷烧制技艺的保护，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淄博市将全力配合“淄博陶瓷烧制技艺”
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努力建设国家级非
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扩大对外交流与合
作。通过生产性保护的开展，使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文化附加值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地
方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推动淄博陶瓷产
业和陶瓷艺术事业健康发展。

13个国家近百位陶艺家现场制陶

淄博：木火节让陶瓷与世界对话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钟娟 刘迎新 报道
本报桓台讯 “‘以法兴企’文化沙龙

由法律专家现场解答会员企业代表提出的法
律问题，目的是增强会员企业的法律意识，
推动企业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真正做
到依法经营、以法兴企。”桓台县新阶层联
谊会会长巩森贤说。

9月8日，记者从桓台县委统战部了解
到，桓台县新阶层联谊会企业沙龙自成立以
来，针对会员需求分别组织了法律讲座、金
融论坛、心理咨询等20余场次沙龙活动，为
会员们搭建起了沟通交流的平台，帮助解决
在各自发展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

如何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凝
聚力量、发挥作用，桓台县委统战部立说立
行，积极响应“新阶层 党旗红”活动号
召，在淄博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组织中
率先成立党支部，切实发挥党对新阶层工作
的引领作用，团结和凝聚全县广大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同时，新阶层企业沙龙的成立，为广大

会员提供了面对面交流、展示发展、共享共
荣的机会，形成了“会员成长、组织发展、
社会受益”的良好格局。设立新阶层联谊会
大讲堂，作为向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放
的宣讲平台，把党委政府的声音传递出去，
真正成为新阶层人士深化政治共识、促进事
业发展、实现价值理想的“新阶层人士之
家”。

桓台县新阶层联谊会秉持“和合一致、
万众一心”的理念，创办新阶层微信公众平
台和新阶层会刊杂志《和壹》，打造“线上
＋线下”全方位联谊宣传模式。线上宣传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政策，提高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自身素质，邀请网友参与点赞“你认识的
新阶层人士”，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
展示风采风貌，唱响新阶层好声音，讲述新
阶层好故事；线下畅通参政议政渠道，及时
向党委政府推荐优秀人才，反映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的意见和诉求，协助解决困难和问
题，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觉履行“扶危
济困”社会责任，直接服务社会群众万余
人，弘扬新阶层主旋律、传播新阶层正能
量。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而不是旁观者，近几年桓台县新阶层
联谊会突出打基础、创特色、求实效、争一
流，以‘和壹’为主题，集中体现教育引
导、联络联谊、聚贤汇智、社会服务、爱心
公益、资政建言六大功能，推动形成了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社会化联动新格局，
凝聚起了推动发展的红色领航正能量。下一
步，我们将紧密结合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探
索更多更好的活动形式，陆续开展系列主题
活动，特别是要把桓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
战工作打造成品牌工程，扩大影响力，更好
地发挥典型引领、示范带动作用。”桓台县
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王树伦表示。

桓台县新阶层联谊会：

“线上＋线下” 联谊又连心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9月8日，由淄博市政协书画院主

办的“淄博市政协书画院首届书画作品展”开幕。
本次书画作品展共展出作品100余幅，展期至9

月12日，形式多样、立意新颖，充分体现了近年来
淄博市文化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和书画艺术传承发
展的丰硕成果。

淄博市政协书画院

首届书画作品展开幕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9月7日，记者从淄博市新闻办公

室组织召开的关于淄博市文化消费试点城市试点工
作暨2017年文化惠民消费季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淄
博市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市，是全省
唯一一个入选的地级市。淄博市2017年文化惠民消
费季以＂荟文化·惠生活＂为主题，通过构建＂六大
板块支撑、线上线下联动、各区县协同推进＂的文化
活动体系，实现全民共同参与，共享文化资源。

淄博2017年文化惠民消费季是推进国家文化消
费试点工作的重要抓手，将通过构建艺术精品欣
赏、新兴时尚采撷、文化旅游揽胜、传统工艺体验、
数字文化畅享、人文素养提高六大活动板块，线上线
下联动，各区县协同推进的文化活动体系，采用省＂
一卡一券一平台＂（＂一卡＂指银联卡，＂一券＂指
文化消费电子券，＂一平台＂指文化惠民消费信息
服务平台）的运行模式和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
费试点市运行模式来推动文化惠民消费。目前，文化
消费联盟与企业的协议已经制订好，170多家企业、
单位有加入意向，下一步将进行集中签约。

淄博入选第一批

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市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9月7日，记者从淄博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获悉，为开展好淄博市2017年文化惠民
消费季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基层文化活
动团体演出水平，淄博文化消费季优秀剧（节）目
展演活动在博山五阳湖文化广场精彩开演，从《王
小赶脚》《赶牛山》《大探二》，此次展演的剧目
涵盖了五音戏、歌舞、京剧等多个艺术门类，满足
广大居民不同的欣赏需求。

本次展演活动主要由淄博市三个专业文艺团体
承担，淄博市五音戏剧院携经典剧目《王小赶脚》
《拐磨子》和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英雄
铁山》，淄博市歌剧舞剧院专场演出携《赶牛山》
《吉祥如意》等歌舞类节目，向广大群众奉上了一
次文化大餐。市京剧院主动满足观众需求，采用百
姓点剧、剧院送剧的方式，根据群众喜好演出相应
剧目，赢得观众一致叫好。

本次展演活动将持续到12月31日，计划演出
120场，截至目前，共演出33场，观众5万余人次，
为开展文化惠民消费季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淄博优秀剧（节）目展演

好戏连台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9月6日，记者从淄博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获悉，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扎实推进
文化名城建设，“文化名城讲坛”在市图书馆一楼
报告厅举办专题报告会，特邀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
院副教授，央视“百家讲坛”“文明之旅”主讲人
李任飞，作《向管子学管理》专题讲座。来自市文
广新局、市直文化单位的干部职工，齐鲁金融研究
院、《管子学刊》编辑部、齐鲁商学院有关负责同
志，以及企业界人士、社会听众等近200人共同聆
听了讲座。

李任飞从“卓越系统”“用人之法”“霸业之
道”等方面，着重解读了《管子》管理思想的现实
指导意义，让广大听众从中汲取到丰富的精神营养
和管理智慧，对于今后进一步弘扬传承齐文化，加
快推进文化名城建设，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

“文化名城讲坛”

举办《向管子学管理》讲座

9月 5日，第 1 1届
中国（淄博）国际木
火节在淄川区昆仑陶
瓷小镇 1 9 5 4陶瓷文化
创意园开幕。来自 1 3
个国家的近百位陶艺
家汇聚一堂，现场手
工制作陶艺作品，切
磋技艺，共商创作。

国际木火节是由
国际传统陶艺家协会
发起举办的国际陶瓷
文化交流活动，每年
举行一次，先后在韩
国、土耳其等国家举
办。淄博于 2 0 0 5年起
举办国际木火节，至
今已成功举办 1 1届，
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
一个国际性木火节，
搭起了国际陶瓷艺术
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国外陶艺家现场手工制作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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