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州 人文

AⅠ·23

2018 年 5 月 17 日 责编 陈向阳 美编 季枫

汝瓷大师朱文立汝瓷精品
在 2018 凤凰网“美丽童行”厦门慈善晚宴上拍卖

25 万元善款助力汝州教育事业
用电视镜头聚焦汝州汝瓷产业

河南省百家电视台
齐聚弘宝汝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文图
本报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昨天从汝州市朱氏汝瓷有限
公司获悉，5 月 10 日，在 2018 凤凰
网“美丽童行”厦门慈善晚宴上，朱
文立之女朱宇华代表其父，手捧朱
文立精心挑选的汝瓷作品葵口盘
瓶，在慈善晚宴上进行拍卖，筹得
善款 25 万元。
据朱文立介绍，应真爱梦想公
益基金会邀请，朱文立委托其女朱
宇华携带朱文立精心挑选的汝瓷
精品葵口瓶赴厦门，参加 5 月 10 日
晚由凤凰网主办的 2018“美丽童
行”厦门慈善晚宴。本次晚宴携手
中华慈善总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
救 助 基 金 会、中 华 社 会 救 助 基 金
会、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共同为

中国困境儿童筹集善款，用公益能
量回馈社会。政商精英、文体明星
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齐聚一堂，
共同呼吁全球华人关注困境儿童
的健康、教育及发展，传递社会正
能量。
本场晚宴共募善款逾 1124 万
元人民币，其中朱文立捐献的葵口
瓶拍得善款 25 万元，将全部用于
国内困境儿童公益项目，为中国弱
势儿童汇聚慈善爱心力量。2015
年，朱文立就应真爱梦想公益基金
会邀请捐献汝瓷精品八卦鼎，拍得
善款 45 万元，捐献给汝州相关学
校购买教学用品。
朱文立表示，此次捐献汝瓷精
品获得的捐款不久将由真爱梦想
公益基金会同汝州市教体局协商，
捐献给汝州市相关学校购买教学
用品，
改善这些学校的办公条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卫红霞 文图

“汝窑的前世今生”
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召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元元 文图
本报讯 日前，以“汝窑的前世
今生”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吉林
省梅河口市召开，该研讨会是国家
艺术基金“汝州陶瓷艺术作品展”
的一个后续活动。
汝州市文联主席相黎丽，汝瓷
专家、大国工匠朱文立与梅河口市
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和工艺美
术大师近 20 名艺术家，就汝瓷文
化的传承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交流。

研讨会现场，与会人员共同观
看了《汝瓷的前世今生》电视片；相
黎丽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汝陶、汝瓷
的发展历史；朱文立以《汝瓷柴窑
天青釉的奥秘》为题进行了专题讲
座；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军立介绍
了中国汝州汝瓷小镇的发展情况。
此次研讨会，拉近了汝州与东
三省的距离，通过与东三省非遗传
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进行深入交
流，进一步展现了汝瓷文化的艺术
魅力，促进了中原文化和辽东文化
的大融合，对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积极意
义。

本报讯 瓷都逢盛会，曲
高雅之美所吸引，尤其是对
乡迎宾朋。5 月 9 日上午 10 强光下通透如玉的玉质汝瓷
点 20 分，
“ 瓷都曲乡魅力汝
茶具、薄如蝉翼的开片纹路
州”河南百家县级台大型采
以及素雅纯净的雨过天晴釉
风活动开机仪式结束后，采
色赞美有加。他们纷纷用镜
风团一行首先来到弘宝汝瓷
头 对 准 汝 瓷 作 品 ，或 站 ，或
进行参观、采访，纷纷用镜头
蹲，或侧看，或注视，或边走
记录汝瓷从制作到成品的美
边拍，或边解说边录像，恨不
妙过程。
得拍下所有的作品，记录每
据悉，为全面推介汝州， 个精彩的瞬间。
本次采风活动汝州市高度重
当听说位于汝瓷小镇的
视，精心筛选具有代表性的
大地弘宝陶瓷工艺博物馆落
采风点，在推介汝瓷文化方
成之后，弘宝的收藏会在新
面，
“ 面”上，选择了正在建设
博物馆里悉数亮相，从而为
中的汝瓷小镇，
“ 点”上，选择
陶瓷爱好者深度了解陶瓷文
了弘宝汝瓷作为行业的唯一
化搭建平台，大家纷纷表示，
代表。
这是一个极具社会价值、历
在弘宝汝瓷展厅内，中
史价值的工程，是弘宝汝瓷
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弘宝
的社会担当的一种体现。
汝瓷艺术总监王振芳，汝州
随后，采风团一行走进
市陶瓷协会名誉会长、弘宝
弘宝汝瓷生产车间，饶有兴
汝瓷技术总监范随州分别为
致地参观了汝瓷生产制作的
采风团一行介绍了汝瓷特色
过程。当大家看到拉坯、修
文化、历史渊源、生产工艺流
坯、刻花等汝瓷手工制作技
程以及弘宝汝瓷发展历程。 艺时，不禁被这种奇特的汝
通过讲述宋徽宗与汝瓷、汝
瓷技艺“惊”艳到，忍不住半
瓷水仙盆等有趣的历史故
蹲着将镜头“凑”过去，
“ 盯”
事，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汝
紧了。
瓷的珍贵。
参观过程中，采风团对
采风团一行兴致勃勃地
弘宝汝瓷给予了高度评价，
欣赏了弘宝汝瓷经典作品
他们称赞中国汝瓷不愧为五
“中华和瓶”
“ 三足洗”
“ 千手
大名窑之首，弘宝汝瓷更是
观音”及外交部河南全球推
体 现 了“ 清 淡 含 蓄 、汝 道 至
介活动餐具、茶具等汝瓷作
简”的汝瓷文化精神，展现了
品，大家被汝瓷简洁的造型， “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迷
温润的色泽，所展现的清新、 人风采。

最后，采风团一起见证
了最精彩的时刻——开窑！
在简单却不失庄重的开窑仪
式后，随着窑门徐徐拉开，窑
体内一件件精美的汝瓷犹如
揭开面纱的少女呈现在大家
眼前，带着余热发出“叮叮咚
咚”清脆悦耳的天籁之音，给
大家带来了一场视觉、听觉、
触觉全方位的盛宴。
在专题采访期间，各电
视台记者分别就汝瓷技艺的
传承、汝瓷产业的发展、
“传
承与文化，文化与市场”的关
系等话题与两位大师进行了
广泛的交流，各电视台将制
作专题节目推介汝瓷文化。
通过实地采风弘宝汝瓷，用
电视镜头聚焦汝州的文化产
业 —— 弘 宝 汝 瓷 的 多 个 方
面，集中挖掘汝瓷产业近年
来的重大变化，零距离感受
这座
“瓷都曲乡”
的魅力。
据了解，弘宝汝瓷目前
拥有国家发明、实用新型、外
观设计专利近 200 项，获得
河南省科技成果奖 3 项，系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
保护示范基地、河南省文物
复仿研发基地、河南省科技
企业、河南省高新技术特色
产业基地首批骨干企业、河
南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弘
宝汝瓷系列产品被评为河南
省名牌产品，
“ 弘宝斋”商标
被认定为河南省著名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