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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见习记者 韦玥

广告

第六届文博会14日开幕 快去看稀奇品美食
9月14日至17日，第六届重庆文博会将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举行。本次文博会，把百年古镇“搬”到现场，用沙画重现特色建
筑，让图片传播异域文化。听现场演奏，赏大师佳作，品文艺精
品。可观文创作品，可吃重庆传统小吃，可喝匈牙利葡萄酒，还能
扫码领奖品、亲手“抢”红包。

文博会的 N1 馆，主要展示重
庆大型文化单位成果、互联网及非
遗文化等。

本次文博会巴南展位，把历史
文化小镇“搬”到了现场。丰盛古镇
建于明末清初，是重庆市十大历史文
化名镇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旅游资
源丰富。巴南区通过围绕丰盛古镇
和木洞古街风貌，以特色标志性地
方建筑为元素实施布展，通过图
片、实物、建筑风貌以及重点区域
场景还原等方式，展示古街风貌。
巴南区项目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展
出期间，市民可听木洞山歌，“凉风
绕绕天要晴”、“这山没得那山高”
等经典曲目以“快闪”表演或者现
场驻唱两种方式呈现，可喝仁寿茶
馆盖碗茶，感受清代袍哥老茶馆

“舍心可得世间财，义气能招天下
客”的袍哥文化。“还可以品尝特色
地方小吃，特别是刘家四合胡豆完
美还原了重庆怪味胡豆酥、脆、麻、
辣、香的特点，让人回味无穷。”

朝天门和解放碑是渝中区标
志性建筑，这些庞然大物怎么“搬”
来文博会？渝中区展馆的答案是

“沙画”。文博会组委会介绍，本次
文博会，为了让市民更好地了解渝
中区的发展，渝中区专门邀请了沙
画师来到现场，通过直播的方式，
让沙画师重现解放碑、国泰剧场等
颇具渝中特色的建筑。

近年来，渝中区不仅培育诞生
了“五个一工程”奖项剧目话剧《朝
天门》、《幸存者》、歌曲《火辣辣的
城》、还建成了李子坝抗战遗址公
园、中四路抗战文化一条街等重大
文化旅游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本次文博会期间，我们都会以图
片和实物展示的方式，向市民揭示
这些成果背后的故事。另外，渝中
区展位也为观众准备了很多小礼
品，“9月14日至17日，市民只需扫
码关注文化渝中，并在该公号的后
台写下对渝中区的祝福，就可获得
精美的纪念品。”

渝派美食 PK 新疆水果，你更
喜欢哪个？重庆重报电商物流有
限公司，这次带着“我从新疆来”和

“重庆味道”两大主题亮相文博会。
参展负责人介绍，新疆水果展

区将主推来自新疆原产地的 100
多种富有新疆特色的农副产品。
展销的品种主要有：吐鲁番葡萄、
哈密瓜、库尔勒香梨、白金瓜等新
鲜瓜果，以及和田大枣、葡萄干、枣
夹核桃等特色干果。市民就算身
在重庆，也能品尝到原汁原味的新
疆时令水果。此外，该展台一款国
字号水果会在文博会期间揭幕。

渝派美食历来受到广大市民
的青睐，在“重庆味道”主题馆中，
市级非遗产品，磁器口陈麻花、桥
头火锅底料等待着大家。老字号
德庄火锅底料、小天鹅火锅底料、
怪味胡豆、酸辣粉、辣子鸡等正宗
的重庆美食小吃也在隔壁“排排
坐”，静候大家选购。同时，阳澄湖
畔的大闸蟹及跨境进口的海鲜产

品也可现场购买。
在N2馆，还有绚丽多彩的异国

风情，埃塞俄比亚驻渝总领事馆带来
摄影作品与视频，展示非洲风情，同
时，市民也可在现场品尝到埃塞俄比
亚传统食物。“温泉”是匈牙利驻渝总
领事馆本次文博会的新亮点，匈牙利
温泉资源丰富，他们利用这一资源研
发了温泉浴疗法，此次参展，他们把
温泉文化和浴疗法带来，一一向市民
介绍。另外，匈牙利驻渝总领事馆还
会带来欧洲王室贡酒——贵腐葡萄
酒，市民可在现场品尝购买。英国、
尼泊尔、土耳其、古巴等4个国家的
民间文化也组团参展，各色文化艺术
产品、手工刺绣、羊绒披肩地毯、珠宝
饰品、木雕、天然宝石、香料等会在现
场进行展示。

现场不光有异域美食、异国美
酒，还会有异国风情演出，其中澳
大利亚驻蓉领事馆邀请了澳洲原
住民表演团——“后裔”，进行舞蹈
表演，让市民们大饱眼福。

两千多年前的古玉，历代玉
石、近现代日本书画名家、精品茶
具……都将来到文博会现场，供市
民近距离接触。

此次文博会，由重庆市不饰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日本名家
书画精品展暨不饰文人生活空
间”，将以上百幅日本现代名家书
画精品为主线，串连起抚琴、弈棋、
读书、赏画、礼佛、喫茶、佩玉、怀古
等八个文人生活空间。

本次展出的“重头戏”是距今
两千多年的春秋大佩，挂起来高达
一米多，重五六斤，由一百多件玉
环、玉管、玉珠等组成。组委会负
责人告诉记者，大佩又称玉组佩，
仅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其造型夸
张、数量稀少，是当时士大夫阶层
的重要配饰。因年代久远，大佩各
个部分已散落，不得不按照考古发
现的同时期玉组佩，对各个配饰复
原，最终组成此次展出的大佩。同

时，在佩玉空间，自春秋到清朝时
期的数百件玉器，按时间排列展
出，市民可在观赏中了解中国玉器
工艺的发展。

“古玉新编”区域，用编结手艺
设计的古玉完美诠释了“古与今”
的融合，花丝工艺把古代残存的玉
镶嵌在簪子上，现代的设计和古玉
结合，甚是亮眼。周纯国先生说：

“一些只在博物馆展出的艺术品，
加以现代设计，成了现代人的佩
饰，拉近了古代艺术品与生活的距
离。”

在八个文人生活空间，能赏宋
紫石、谷文晁、鼎金城、林阆苑等近
现代书画大师和文化名人佳作，能
听当代古琴大师金蔚先生亲手制
作的古琴鸣乐，能品宋元至明清历
代茶具精品。

另外，展台还会免费教市民们编
结手艺，“只要你能设计，只要你来，
我们就免费教你用绳子编出艺术。”

经过一百多道工序的漆瓶，传
承千年的工艺，纯手工打造的精
品，大足石刻、荣昌陶器、“杭产三
绝”王星记扇子……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漆艺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蔡泽荣表示，此次参
展对作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
突出其的工艺性、文化性、创新性
和市场适销性，除重庆传统工艺美
术精品外，还增加了许多欣赏和实
用相结合的工艺品，如茶具、餐具、
文房四品、工艺装修品等。

这次展出的山神漆器中，金地
五牛漆瓶堪称现代漆器精品之作，
该作品曾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作品“天工艺苑·百花杯”金奖。瓶
身规格 220mm×600mm，由楠木
制胎，采用变涂、磨砚、贴金等传统
技法将名画《五牛图》磨砚于瓶体
表面。五条牛由金、红、黑三色衬
托，凸显了牛的生命活力和人格化
的情感，再配有绿色草纹变涂，丰

富画面层次，达到了漆器与名画有
机结合的最高境界，并且瓶体永不
破裂和褪色。

据悉，杭州工艺美术协也会带
来国家级、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和
专业技艺人员佳作，共计100余件
（套）。其中有编结精细、色彩素雅
的萧山花边，“杭产三绝”的王星记
扇子，青碧如玉的龙泉青瓷，惟妙
惟肖的杭州手艺机绣，自然天成的
鸡血石雕等。值得一提的是，“阳
光艺术”亲手创作的陶瓷彩绘、紫
砂壶和书画作品，以自强自立的信
念，展示了残疾人的艺术风采。

另外，展出现场，行业专家以
现场评审的形式选出2017年重庆
工艺美术的代表性作品，评出第二
届工艺美术“工匠杯”金、银、铜
奖。同时，一些传统工艺的制作过
程会在现场呈现，杭州市工艺美术
大师张小明将现场表演印石篆刻、
书法，让市民们观看。

近5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全
国乃至全球知名乐器品牌、全国优
秀乐器培训机构和专业歌手、乐手
齐聚一堂，甚至贝多芬演奏过的钢
琴都会现身。

在 文 博 会“ 扭 到 音 乐 Feel”
主题乐器展，市民能体验到不一样
的音乐盛会。项目负责人伍毅表
示，此次活动重点推介品牌乐器销
售和展演，另外还有著名音乐人、
专家、重庆知名乐队、国际知名DJ
亲临现场，带来一系列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钢琴之王弗朗
茨·李斯特演奏过的钢琴、法国著
名钢琴家夏尔·卡米尔·圣·桑的

“御用”钢琴、陪伴贝多芬晚年失聪
后的钢琴等都会出现在“扭到音乐
Feel”展示区，市民们不仅可以目
睹大师用过的钢琴，还能听钢琴弹
奏出的美妙音符。

据悉，名家使用过的钢琴由九
龙坡黄桷坪钢琴博物馆提供，目的
是为了钢琴的传承。馆长叶浩表
示，“将百年前钢琴呈现在市民面
前，市民能知晓古董钢琴的样式，
还能听到它发出来的声音。”据悉，
因钢琴历经百年，容易损坏，所以
在古董钢琴的搬动以及现场展示
上都需很小心。“钢琴对室温、湿
度、光的要求很高，为保证它的安
全，我们下了很大精力。”叶浩告诉
记者。另外，古董钢琴在现场将由
专业人士演奏。

市民初到展台，会穿过“音乐
时光回廊”进入，各品牌乐器摆放
其中，市民可上前试玩，购买乐器，
包学包会。

除此之外，“扭到音乐Feel”展
台还会举办各种福利活动，如“摇
奖送尤克里里”、“红包墙”等。

人人都爱“荷包蛋”，可现在它
变成了动漫人物，来到文博会现场
与市民互动。

金色的蛋黄、雪白的蛋白，软
软有弹性，从外形上，“荷包蛋”代
表甜美、可爱。同时，蛋又象征着
生命，蛋壳里包裹着小鸡，孕育着
生命，蛋也代表成长的开始。相关
负责人说道：“现场会是一个充满
童趣、想象和魔力的荷包蛋世界，
孩子们全部以蛋宝宝的形态出
现。他们被爸爸妈妈送进‘抱蛋学
校’进行统一‘孵化’，即接受教育、
认知世界。”

孩子们在超能的荷包蛋精灵
的陪伴和带领下学习、游戏，他们
用各自的个性和思维将在学校天
马行空的成长，并接受知识。

在文博会上还可体验艺术教
育一站式服务，重庆春之声艺术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
之声），带头进入文博会现场。市
民在现场不仅能欣赏双排键、民
乐、弦乐、钢琴等乐器演奏，孩子们
还可以进入智能音乐课程微课堂，
体验学习。春之声相关负责人称，
文博会搭建的文化交流平台，有利
于推动重庆青少年艺术学习，提升
他们的体验，在文博会推出体验服
务，让更多的青少年有机会了解到
艺术，找到自己的爱好，继而学
习。同时，春之声现场将赠送价值
共计10万元的课程体验券与乐器
代金券。

N4馆以“超级宝贝总动员”为
题的孕婴童展区，在10000平方米
的区域内，集中展示了国际婴童品
牌产品、儿童教育服务机构、母婴
产前后护理服务机构、全龄化品牌
玩具等。记者从展区相关负责人
处了解到，文博会期间，展区的超

低价折扣能吸引许多父母和
孩子的眼光，待他们到来时，
形式多样的亲子活动又在等

着他们，“有儿童话剧表
演、亲子绘本读书会、宝
贝趣味互动、海量玩具大
派送等。”让父母和孩子

尽情享受亲子
时光。

古镇、建筑“搬”到现场

异域风情携手本土美食

千年古玉大佩 首次亮相

美术工艺精品 携手前来

贝多芬弹过的钢琴现身

动漫、玩具与孩子互动

古玉大佩 受访者供图 钢琴博物馆 受访者供图

埃塞俄比亚图片展示 受访者供图

巴南区展区效果图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