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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梁照曾

在中国工艺美术界和雕塑界! 有一

位年轻的雕塑艺术家" 他以空灵#夸张#

圆润#流畅#简洁的艺术手法创作的$马

头%系列作品!独树一帜!获得艺术界好

评& 而他倡导并践行着艺术和商业的完

美结合之路" 他就是来自郸城县汲水乡

的朱传经!著名雕塑家!中国工艺美术学

会会员#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委员会

会员# 中国民族艺术品牌促进会雕塑委

员会会长#亚洲现代雕塑家协会理事#北

京郸城商会副会长" 他是黄杨木雕的传

承人!在青铜铸造#艺术创作方面有很高

造诣" 他立志拆除限制雕塑艺术发展的

身份藩篱!让'旧时王谢堂前燕(真正'飞

入寻常百姓家(!他带领自己的雕塑创作

团队为国内四五十个城市塑造城标!为

他们的灵魂和精神点上神来之笔"

温州学艺

我们见到朱传经! 是在北京通州区

宋庄镇任庄工业园
"

号" 这里是他的工

作室" 他正带着他的设计师# 雕刻家团

队!为客户订单赶工"他的工作室是一栋

四层楼!一楼是模型制作室!二楼是设计

室!三楼是他的办公室!四楼是资料室兼

会议室! 离工作室不远是他们的一个数

千平方米的造型车间! 雕刻的作品在这

里按
#$#

比例放大制作"

宋庄是国内有名的'画家村(" 这里

是艺术家们的天堂! 北漂的画家# 雕刻

家#书法家#作家等多聚集在这里!整个

村庄被艺术所浸染! 很多艺术家的工作

室设在这里"

朱传经做梦也想不到! 未读完中学

的他会跻身艺术家行列! 在北京的艺术

村快乐地追梦"

#%"&

年!朱传经出生在郸城县汲水

乡前朱楼村一个农民家庭! 家里世代都

是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不懂什么是艺

术"但是!朱传经自小却对美术有着强烈

的兴趣!常拿着树枝在地上画看到的#想

到的东西"尽管成绩很好!但是因为家里

穷!初中毕业后他便失学了"父母琢磨着

让他学门手艺"在农村!手艺人的地位很

高!很受尊敬!会手艺就有饭吃" 他爱好

美术!经人介绍去了浙江温州!跟一位擅

长黄杨木雕的师傅学雕刻" 这位师傅就

是黄杨木雕第六代传人吴尧辉大师"

吴尧辉作为著名的浙江黄杨木雕传

承人!还在石雕#铜雕#琉璃雕塑等领域

有所成就! 并从西方雕塑等现代艺术中

汲取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的语言风格"他的作品有一种原生态的#

自然的#生动的元素!不拘于学院规训的

东方气质和传统方式! 带有个人强调的

情感因素!具有大胆#夸张#敢于强调#敢

于突出重点的特点"

'"

岁那年!朱传经开始跟着师傅学

手艺!住在山下师傅的老屋里!跟着师傅

学选材#设计造型#雕刻" 黄杨木雕是浙

江省三大著名雕刻民间工艺)黄杨木雕#

东阳木雕#青田石雕*之一!操作比较细

致!每件艺术品都要有构思草图#塑制泥

稿#选用木料#操作粗坯#镂雕实坯#精心

修细#擦砂磨光#细刻发纹#打蜡上光#配

合脚盆等十多道工序" 镂空雕刻技法是

黄杨木雕中最精巧的一门技艺! 它能使

作品空灵剔透#玲珑精巧#雅致美观" 作

品内容丰富!多表现民俗风情!其中人物

造型是一大特色"

在创作过程中! 黄杨木雕艺人时刻

要做到口不离诀#手不离凿#行走不离观

察#脑子不离思索"如此!代代相承"大胆

追求创新!是黄杨木雕艺术的要求之一"

朱传经在师傅家学了七八年! 终于学有

所成"

())'

年!他离开温州!独自北上谋

生!来到北京"

京城创业

朱传经到北京!为了谋生!以黄杨木

雕传人特有的创新禀赋! 立足走艺术和

商业相结合的道路"当年!他创办了北京

新欧派艺术品公司" 朱传经亲自任公司

艺术总监!从事欧式雕塑#现代雕塑#城

市雕塑等雕塑艺术品的创意和制作!一

边做生意!一边搞艺术"他拜访了北京众

多的工艺品经销商! 最后以工艺品贸易

为事业发展起点"

他开始靠代加工欧式工艺品挣生活

费!以制作欧洲雕塑为主!艺术风格以写

实为主"那些工艺品制作出来后!再运往

欧洲销售" 他说!一个星期!他能做
*

集

装箱的工艺品!这为他带来不错的收入"

他说!事业起步初期!接的订单要求

参差不齐" 后来!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找

他代加工的客户越来越多! 一些城市也

开始找他制作城市地标"期间!他制作的

雕刻作品 $老伴回娘家%#$紫气东来%#

$飞天%等陆续在国内工艺品博览会上获

奖"

()''

年!他进入中央美院高级研修

班深造! 聆听国内多位大师级艺术家授

课" 两年的深造!让他的眼界更加开阔"

()'(

年!他成立北京铭世经典文化艺术

有限公司!将目光聚焦在城市雕塑领域"

他出任总经理! 聘请中央美术学院雕塑

系教授尚晓风担任公司艺术总监! 设计

制作团队主要由中央美院城市设计学

院#建筑学院及雕塑系#油画系#壁画系

的精英组成"如今!他的公司已经发展成

为国内一流的雕塑艺术设计制作公司!

拥有强大的技术团队! 包括
'+

名设计

师#

(+

名雕塑家#

+)

名工程师!同时还拥

有广泛的人脉和市场"

赢来赞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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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在北京举办的举

世瞩目的纪念抗战
")

周年大阅兵上!

,-

辆带有抗战画面浮雕的阅兵车! 载着老

兵隆隆而过!让很多人眼睛湿润"这些浮

雕就是我们公司制作的"(朱传经谈起他

的艺术创作团队!依旧显得格外兴奋"

朱传经回忆!当时!他们公司受阅兵

部队委托! 为老兵们乘坐的阅兵车制作

抗战浮雕!

,-

辆车都是由巴士改装的 !

每辆车的浮雕展示不同的抗战主题!他

们公司派出
')

人的设计团队和
*)

名雕

塑家# 工程师组成的制作队伍!

(*

小时

作业!从设计#制作到安装彩排演练经历

了近
')

个月!终于圆满完成任务"

这是他的公司组建以来承接的大型

工程之一"朱传经说!作为国内一流的雕

塑制作公司! 以制作雕塑和城市地标为

深耕方向的北京铭世经典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 在
*

年内承接了国内四五十个城

市的地标雕塑项目! 为具有不同地域文

化的城市!点燃了精神的火炬!提升了城

市品位和形象" 他和他的公司在国内知

名度节节攀升!路子越走越宽!结交的朋

友越来越多!公司发展迈入快车道"

他的公司视艺术为生命! 也得到了

人们的认可和赞誉 "

()'*

年 ! 朱传经

和他的团队为包头市设计# 制作的城市

雕塑! 堪称经典之作" 他们根据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特点! 制作的简欧雕塑 $青

春旋律 % # $黎明 % # $少年驭马 % #

$生命之源%# $少女与鹿%# $月光%!

在著名的钢铁大街中段的正翔国际文化

广场前 ! 比邻市政府自东向西依次排

开! 与周围
&

栋简欧建筑相映成趣! 构

成绝美风景" 雕塑运用现代浪漫主义风

格! 表现手法生动活泼! 尺度# 体量与

周围建筑环境和谐融洽# 浑然一体! 为

钢铁大街沿线增添了艺术氛围和景观亮

点! 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 获得很高的

赞誉! 市民晒图刷爆朋友圈! $包头日

报% 给予了大篇幅报道"

他的团队为中央警卫局制作的英雄

雕像群# 为湖州市雕塑的地标 '水绕千

山('天下第一网(! 被业界赞为典范之

作"朱传经告诉记者!地标是一座城市的

标志性建筑!它彰显地域符号#展现城市

形象#打造城市品质#提升文化内涵!对

于城市宣传和凝聚当地群众干事创业的

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他和他的团队将创

作出更多精品! 为提升城市品位而接受

更大挑战"

朱传经! 这位中国工艺美术界炙手

可热的周口籍年轻雕塑家! 在追求艺术

和商业结合的发展模式中!取得了成功!

因他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汗水和智慧!

展示出强劲的进取精神! 让他的梦想成

真"有志者事竞成"我们祝愿他的艺术事

业越做越大"

朱传经在制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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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乐

辉*随着电子产品的不断更新!曾经红

火一时的传统挂历#台历日渐淡出了人

们的生活" 日前!记者走访市区礼品市

场发现!挂历#台历已经难觅踪影"

昨日!在一家小商品市场 !很多商

户都向记者抱怨!挂历#台历生意越来

越难做!明年可能不会再进货了" '以前

挂历#台历主要是单位订单多!但自从

限制三公消费以后!已经没有单位前来

预订了!因此从去年开始!台历#挂历的

销量就一年不如一年" (在中州路经营

小商品的王女士表示"

记者调查城区多家店铺!已经很难

看到挂历#台历的踪影" 一些多年从事

挂历生意的商户纷纷转行! 改卖春联#

糕点等热销年货" 在步行街!一位摊主

告诉记者+'以前我也卖过! 红火过一

阵!可这两年越来越没人气!进一批积

压一批!我现在改卖其他东西了" (市民

小张表示+'现在谁还用挂历啊!想看啥

拿手机瞄一眼不就完了吗, (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想要购买挂

历的大多数是中老年人!这部分市民多

年来都有着使用挂历的习惯!对传统挂

历情有独钟" '老人嘛!怀旧" 换上新的

挂历!才感觉又过了一年" 虽然我也有

手机!但用来看日历总觉得别扭" (在老

荷花市场附近! 一位老人告诉记者!他

今年跑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挂历" '作

为传统年货! 我觉得这还需要发扬下

去!这是年味的象征" (

!

昨日!市区文昌大道佳利花卉市场!一名园艺师熟练制作盆景" 据了解!我国盆景艺术流派较多!由于取材不同!造型方法

有别!艺术风格各异"中州盆景艺术风格与其他流派区别较大!取材以杂木类树桩为主!如三春柳#黄荆#石榴等"周口盆景作品

涉及松柏类#山石类#根艺类等品种!造型古朴飘逸#潇洒自然!全面展现了周口盆景作品的特色"

记者 沈湛 摄

巧手制盆景

:(;<=>?@ABCDE/FG

本报讯)记者 窦娜 通讯员 苏光鸿*

昨日! 在周口师范学院油菜育种实验室

里! 河南辉耀盈门农业科技公司总经理

王乾正和实验室博士王俊生正在探讨油

菜新品种 '周油
+-%

( 的成果转化事

项"

据介绍!'周油
+-%

( 是周口师范学

院生命科学与农学院博士王俊生经过多

年潜心研究选育而成!

()'*

年
(

月通过

了河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该品种

具有高产#双低和高油等特性!属甘蓝型

油菜!双低中熟半冬性'三系(杂交品种!

含油量
*&.)*/

! 明显高于同类油菜品

种!

()')

年至
()',

年参加了河南省油菜

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表现为高产#优

质#多抗的特点"

作为周口师范学院定点扶贫村!郸

城县李楼乡李小楼行政村村民已连续两

年对'周油
+-%

(进行了实验性规划化试

种" 据种植户反映!'周油
+-%

(产量高#

好管理!特别适合豫东土壤"

'我们学校非常重视政产学研工作!

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 鼓励教师开展科

技成果的研发和转化! 依托科研人才优

势! 先后与周口市及下辖六县一区分别

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为促进周口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周口

师范学院副校长毛健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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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末!又到了写

年终总结的时候! 然而!

一些部门的年终总结却

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情况!

报喜不报忧!净玩一些文

字游戏!让人看后生厌"

一些部门玩文字游

戏!早有准备" 年初制定

政策#明确任务时就较为

模糊!年终总结自然顺理

成章空对空" 还有些部门

确定的任务#目标过高过

大! 完成起来有困难!可

面子上总得过得去!成绩

还得要 !就只能 $文字出

成绩%了"

年终总结玩文字游

戏!实际上就是搞弄虚作

假!与我们党倡导的求真

务实之风格格不入" 有的

领导干部背离了实事求

是的原则 ! 不搞调查研

究!只满足于在办公室里

看看文件# 听听汇报!在

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

情况下!仅凭单一的书面

材料来评判下级的工作

成绩!从而促使一些单位

年终总结玩起了文字游

戏"

归根结底!要杜绝文字游戏!必须转

变工作作风!把精力放在真抓实干上"这

需要各级有考核权者将考核的功夫下在

平时!多抽时间下基层接地气!随时在发

现问题中总结经验! 解决问题! 推进工

作"同时!各级各部门只有认真对待年终

总结! 把撰写年终总结看成是客观反映

成绩#吸取经验教训的一堂$必修课%!才

能有效杜绝数字游戏#文字游戏"

!

一吐为快

商水县供电公司

RSTUVWXYZ[

本报讯 '行政路西段金鑫小区
'

号台区配变烧坏! 请速派人处理" ('收

到!立即出发" (

'(

月
(-

日!商水县城镇

供电所值班员张晓学接到调度指令!立

即组织人员#车辆赶往故障地点"这是商

水县供电公司开展事故模拟演练! 为全

面做好迎峰度冬工作'加把锁(的一个场

景"

随着又一轮冷空气的降临! 商水县

用电负荷再攀新高! 为确保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该公司加强负荷预测!优化电网

运行方式!结合往年经验和季节特点!根

据实际情况提前进行方式调整! 最大限

度降低电网风险& 修改完善保电应急预

案!切实将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积极开展

应急演练! 提升大面积停电防范和应对

的实战能力&加强电网运行实时监控!尤

其是对容易出现重载的主变# 线路加强

监视!准确把握负荷情况!及时安排负荷

转供&加强节日期间值班制度!做好应急

抢修准备工作& 加强对办公区域的安全

检查!严防发生火灾事故!确保员工在电

力生产生活中的人身安全! 确保电网安

全可靠供电" &杜放光 赵丽娜'

西华县李大庄派出所

\]Ŵ _[`abcdef

本报讯 元旦和春节即将来临!为

确保'双节(期间消防安全!保障辖区人

民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祥和的节日!西

华县公安局李大庄派出所及早部署!全

力做好元旦和春节期间的消防安全工

作"

李大庄派出所进一步加强与各企

事业单位的沟通和联系 ! 制定完善联

合应急预案! 一旦有险情# 火情发生!

确保能在第一时间内赶赴现场实施救

助 " 加强防火检查 ! 大力消除火灾隐

患 " 提前介入元旦和春节期间举办的

各种群众性活动!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对各个单位场所严格检查 ! 落实消防

安全责任和防范措施! 确保万无一失"

加强辖区内的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 结

合辖区的实际情况 ! 通过各种渠道对

社会群众进行消防安全宣传 ! 充分利

用社区的板报橱窗 # 学校的校园广播

等载体 !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 使

群众深入掌握消防常识 " 加强对重点

单位消火栓及消防设施的检查 ! 并主

动与有关部门联系 ! 及时采取相应措

施解决发现的问题 ! 为完成消防安全

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雷庆丰 任君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