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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田雅集
开栏的话：新春伊始，厦门日报书画院“艺术大篷车”——书
画公益讲堂也将快乐出发！接下来这一公益讲堂将陆续走进街
区、企业、校园，通过邀约书画名家、专业老师、各类专家，举办多
种书画艺术公益讲堂、主题展览、艺术鉴赏等活动，大力弘扬中

厦门日报书画院名家工作室

国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精神生活，也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提升城市品位。
首站，
“艺术大篷车”将开进厦门港务控股集团，先来看看港
务职工如何将书画艺术融入多彩的工作和生活。

2017春季班重磅推出

厦门港务：书画摄影艺术尽显企业风采
文/本报记者 林婷
“协会成立于 1985 年，30 多年来，能始终保
篆隶中堂、行书条幅、徐悲鸿造像、七彩
持旺盛的生命力，与领导的支持、同仁们的
码头摄影作品……走进港务大厦宽敞明亮的
坚持密不可分。书画摄影作品在《厦门港
大堂，
恍若置身于艺术展厅，
厦门港务控股集
报》、微信公众号《海西墨影》上开辟书画摄
团工会主办、集团书画摄影协会和港务置业
影专栏，还有每周一次的书画主题交流笔
公司承办的
“彩墨光影迎新春”
职工书画（临
会、年度组织外出采风、积极组织会员参与
摹）摄影作品展赛，
从春节前就开始在此展出。 各项书画摄影展赛……接下来，
集团还将与
据介绍，这次展出的近二百件书画摄
厦门日报书画院携手，
邀请知名书法家走进
影作品都出自港务集团职工之手，从不同
集团，举办书法公益讲堂。形式多样的活
角度反映了厦门港新貌和职工精神风貌。 动，提升了大家的艺术修养，在各类展赛中
“今年是小年，作品不算多，每两年举办一
屡创佳绩，
例如刚刚举办的第九届全国交通
次的全集团职工作品展才是大展。”厦门港
系统职工书画展，我们有多幅作品入围前
务置业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吴
三甲。
”吴跃煌很自豪。
跃煌是集团书画摄影协会发展的见证者，
吴跃煌本人正是爱好书画的港务人的

代表，他的行楷作品
及以港务工人为题
材的国画作品，水平
都堪称专业。说起
自己的书画情，吴跃
煌颇有感触：
“ 我从
小就喜欢书画，中学
曾师从王伯生、纪乃
进、叶和平等大家学
画，曾经还想投考福
师大美术系。”虽然
因种种原因没能圆
梦，但吴跃煌一直没
有放下画笔。他的
吴跃煌国画作品《跨越
跨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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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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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作品主要以码头工人为题材，在创作
手法上注重中国人物画的线条的应用，表
达港务工人的精神气质。功夫不负有心
人，吴跃煌的作品《跨越》、
《乡音》，在第八、
九届全国交通系统职工书画大展中，分别
荣获绘画二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书画协会更将大家的
创作充分融入港务集团的各项工作中——
2016 年底，厦门北站“海上丝绸展览馆”开
幕，集团书画摄影协会特别策划举办了“厦
门北站一日”书画、摄影及征文比赛，以更
生动的形式，很好地宣传了集团业务，让历
史悠久的厦门港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港务
人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深入人心。

2016年度风云榜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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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厦门文化产业风云榜十大年度人物

2015 厦门文化产业年度风云榜年度文化创意空间

方式设计机构 创始人 方国溪

当代水文化博物馆馆长、金狮威董事长王景凤：

用文创思维
为设计增添魅力

做一件能够
提升幸福感的小事

在众多爱好者的期待下，开春之际，厦门
日报书画院名家工作室重磅推出两大名家班
——萧峻国画班和叶韶霖魏碑班。
去年 3 月厦门日报书画院推出名家工作
室以来，备受广大书画爱好者青睐，已有五个
名家工作室学员顺利结业。在导师的专业引
领与精心指导下，
学员的艺术创作水平提高迅
速，不少学员学完一期后，纷纷表示希望能有
机会再跟班继续学习。
作为中国美协、中国书协的双料会员，萧
峻的首期国画班人气爆棚，学员收获也颇丰，
一位学员在学习心得中写道：
“萧老师根据我
们的作品进行点评和指导，
直观生动且富有针
对性，
让我们对写意画创作的提高有一个系统
的思路和体验，
有了明晰的进取方向。
”
首次推出的魏碑班则由厦门日报书画院
院长叶韶霖执教，
他的书法诸体兼善，
而魏碑楷
书则是他特别擅长的书体，
“叶老师教学非常注
重笔法，强调书写性，让我们在学习中关注毛
笔，
这样的学习就是专业，
我的收获非常大！
”
跟
着叶老师学习书法多年的学生由衷说道。
两位导师将根据每位学员的情况，量身
打造，以短期集训、口传身授的师带徒式教
学，为学生们在专业学习道路上指方向、给方
法。
（杨炳龙）

报名
须知

学制：三个月（分六
次授课，
每次半天）。
学 费 ：4800 元/人 ，
每班限 10 人。
报名咨询电话：
0592-5581775
扫码进群咨询
学员待遇:
1、学员修完全部课程后由厦门日报书画院
颁发结业证书，优秀学员将成为厦门日报书
画院签约书画家。
2、学员作品将择优在《厦门日报》、
《深田雅
集》上宣传、
推广。
3、
可获名家题写的书斋名一件。

萧峻国画工作室

一提起设计公司，大多数人印象中是建筑、室内装修
设计，但我们今天走近的方式设计创始人方国溪，他在设
计与文创的跨界发展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走出了独树一
帜的“设计文创”之路。他认为：设计是为了有更美好的
生活，
而文创则是呈现美好生活的手段。

萧 峻 ，毕 业 于 中 国
美术学院国画专业。厦
门日报书画院特聘画
家。书画印多次入展中
国 书 协 、美 协 及 西 泠 印
社主办的重大展览。
课 程 内 容 ：写 意 山
水画的训练与创作
1、
笔墨训练；
2、
树法的讲解与训练；
3、
石法的讲解与训练；
4、
如何写生（采风）；
5、
创作课程；
6、
因材施教辅导学员完成个性作品；
7、
艺术赏析，
有关诗书画印的画面结合；
8、
有关画面落款的书法落款的相统一；
9、
印章的选用。

文/本报记者 刘筠
记者：2016 年是方式设计机构快速 “孵化器”的功能，在这个平台上，各种文
发展的一年，
最重要的成绩有哪些？
化都可以融合嫁接，成熟之后将走出去，
答：我一向都认为“设计是为了有更
走进厦门的大小社区，发挥文化营造功
美好的生活，而文创则是呈现美好生活的
能，为人们提供更美好的精神空间。
手段”，所以也一直在坚持设计加文创的
记者：在设计主业方面，方式设计如
跨界配合，方式设计的业务模式也从单一
何提升？
的设计型企业转变为战略型设计企业，用
答：传统的设计项目，我们力求做得
文创的思维进行业态的整合，包括策划、 更精、更强，除了打造物理空间，更通过设
设计、运营推广的全方位服务。2016 年
计手法和人文观念去影响人的理念。举
我们作为绿城集团的全国战略合作伙伴， 一个例子，方式设计机构有多个国内大型
共同打造特色小镇，还参与政府的特色小
医院和养老机构设计作品，如北大国际医
镇计划，打造文化乡村，另外我们的“壹壹
院，我们包揽了从室内到软装到 VI 视觉，
美学”从 1.0 版本升级为 2.0 版本，成为多
通过一站式服务规划各个环节的设计，甚
元的美学复合平台，包括咖啡、书店、美
至将临终关怀服务都引入其中。在我看
物、艺术和无方学堂等元素，并继续向社
来，医院应该是一个疗愈空间，让人在这
区文化营造的方向延伸，创立更加贴近民
里接受身心的关怀。空间设计得好不好
众生活的模式。
看，这是设计师基本的技能，而你能给使
记者：此前方式设计打造的翔安禹州
用空间的人带来什么，则是靠设计之外的
卢卡小镇售楼处被称为综合生活体验模
修为了。
式的典范，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您是
记者：2017 年，您和方式设计在设计
如何考量的？
加文创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划和发展方向？
答：这就是我们运用文创思维模式设
答：今年方式设计的主业规划更加明
计的空间，在设计之前，我们先要思考，设
晰，并且此后我们所有项目都将从理想规
计能为“社区”带来什么。现在很多社区
划到落地实现全案介入，我个人也将更多
服务还只是物业管理，而“社区文化营造” 地参与设计的构架、总体的策划中。
的理念，则是在建筑规划之初就有空间预
其实文创思维对于每个行业来说都
留，这里将来是图书馆、妈妈教室、趣味活
很 必 要 ，每 个 项 目 的 每 个 环 节 ，执 行 者
动空间等的综合体，这就是通过设计来落
都要有文创思维，去研究未来的生活趋
实的“生活方式”。未来的社区，是一个情
势，学会多元思考，改变传统模式，这样
感黏合的场所和文化道德的聚集地，是社
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够符合现代人的
区里人们的
“信仰空间”
。
生 活 方 式、消 费 理 念 ，也 能 够 更 加 面 向
升级后的“壹壹生活美学馆”就有着
未来。

“壹壹生活美学馆
壹壹生活美学馆”
”
是一个多元的美学复合平台。
是一个多元的美学复合平台
。

位于湖里大道上的当代水文化博物馆，
位于湖里大道上的当代水文化博物馆
，
是厦门首个获红点奖的展厅。
是厦门首个获红点奖的展厅
。
“这些瓷品都是超过 1200—1500 度的高温烧成，光洁度高且
坚硬，
在测试中，
重物即使从 2 米高的地方砸下来都不会坏。”
在位于湖里大道上的当代水文化博物馆，你能以一种全新的
方式看到目前世界上顶级的卫浴产品，布置在“珠宝墙”上的毛巾
环、装置在时尚的演艺厅里的龙头和台盆……并从一个全新的角
度理解现代人与水的关系。
而王景凤谈及里面的产品，则有着更多的幕后故事，从中，我
们能够体验到一种来自顶级品牌背后的“工匠精神”，而这也是王
景凤所最希望传递的内涵之一。

叶韶霖书法工作室

文/本报记者王飞颖
记者：我们把一个洁具、卫浴的展
厅，做成“水文化博物馆”，还成为厦门
首个获得红点奖的展厅，这是出于什么
考虑？
答：很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这
样的展厅可以说北京、上海这样级别的
城市都没有，而厦门乃至福建的市场并
不算大，如果我只考虑销售，确实没有必
要这样做。
不过对我来说，希望能做一点有意
义，甚至是有点儿情怀的事儿：透过一个
具有创意的空间，一种颠覆传统陈列展
示的方式，透过世界顶级的卫浴产品，来
演绎在现代环境下，人和水的不同的关
系——我们常歌颂在自然中人和水的相
处，但其实，现代生活方式下我们可以有
更多的相处之道，比如我们这个卧式淋
浴器，
可以躺着享受多种水流的喷淋。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做一个
能够帮更多人提升幸福感的事。通过这
样的展示，将更有品质的产品和生活方
式推荐给大家。其实这里面的很多产品
虽然有很高的品质，价格却非“天价”。
略贵一些，却能带来更好的体验感，甚至
于，
一种有品位的生活。
我一直强调，富有本身并不能带来
幸福感，而需要对品质和品位的追求，需
要认真过好自己的生活。当我们的财富

一步步积累、条件越来越好，我们需要对
生活有更多的思考。此外，我们也应该
从这些好的产品中，学习到更多，有了这
样的空间，我也希望对下一代，甚至对这
个城市，
能有一些正向的推动。
记者：您说到的学习，和对城市的推
动，
主要指的是？
答：这里面展出的许多产品都来自
德国，很多品牌只是德国一个小镇出品，
但是他们能够做到非常极致的精品，并
一代代传承、不断改进完善。像 Dornbracht 当代这个牌子，从 1884 年传承至
今，而 Aliseo 艾利秀，同样来自德国小
镇，则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不靠推广，
而是靠品质，让化妆镜、吹风机等产品进
入半岛酒店这样高星级酒店采购单。这
背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现在我们
闽南乃至整个中国制造业都应该学习
的。因为在物质丰富之后，粗糙简陋的
工业化产品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了，
中国也面临转型。
今年 9 月份，当代的全国经销商大
会将在厦门举行，当代的执行董事长也
会来到厦门，虽然厦门是一个体量不大
的城市，但我们认为，这里的理念并不逊
色于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文化与信
息在这里快速传递，厦门可以成为一个
有思想、可以引领潮流的城市。

叶韶霖，号铸石楼
主，毕业于山西财经学
院 ，师 从 田 树 苌 先 生 。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厦门日报书画院院长。
课程内容：魏碑之
墓志书法专题，以《崔敬
邕墓志》为主。
1、魏碑的种类和主
要作品的介绍与解读；
2、魏碑的书写性、
刀凿感的比较和解读；
3、以《崔敬邕墓志》为例，讲解墓志的笔
法：笔画要领解读及起笔、行笔、收笔的表现
手法；
4、
墓志翻转笔法的训练；
5、
墓志字形结构特点的分析；
6、
如何从临摹过渡到创作。

福利大放送

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
明日请您看好口碑电影
由姜武监制，新锐鬼才梁栋执导，姜武、蒋勤
勤、李乃文、王德顺、朱旭等主演的奇幻喜剧《完
美有多美》今日登陆全国院线，我们将送出 20 个
免费观影名额，明日（2 月 18 日）赴七星西路厦门
映联万和影城观看该片（全天任意场次）。此前，
该片在全国超前点映，收获不错的上座率和较好
口碑。
抢票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厦门日报文创
周刊”，按照规则进行抢票，每人限 2 张，十位幸
运者将入围。入围信息请及时关注。

厦门日报书画院春季书画班火热报名中
隶书专题班

写意花鸟班

隶书基础班

招生对象：年满 18 周岁，18
人/班，
满 8 人开班
课时：
1.5 小时/课，
20 课时
收费：3800 元（新学员两人
同行可享 8.5 折）
上课时间：
深田（每周六 14：
30—16：
00）
龙山（每周一 19：00—20：30，每
周六 14：
30—16：
00）
课程内容：宋代工笔花鸟
画临习

招生对象：中小学生（6
周岁以上），18 人/班，满 8 人
开班
课时：
1.5小时/课，
15课时
收费：2300 元（新学员两
人同行 8.5 折）
上课时间：
吕岭（每周六 10：
30—12：
00）
深田（每周六 10：
30—12：
00）
课程内容：中国写意花
鸟画的临摹与创作

招生对象：中小学生（6 周
岁以上），18 人/班，
满 8 人开班
课时：
1.5小时/课，
15课时
收费：2300 元（新学员两
人同行 8.5 折）
上课时间：
吕 岭（每 周 六 8：30—10：00，
14：
30—16：
00）
深田（每周日 8：
30—10：
00）
课程内容：汉代隶书《乙
瑛碑》的临习与创作

青少年

成人

招 生 对 象 ：年 满 18 周 岁 ，18
人/班，满 8 人开班
课时：1.5 小时/课，20 课时
收费：3000 元（新学员两人同
行 8.5 折）
上课时间：吕岭（每周四 19：
00—20：
30）
课程内容：
1、隶书笔法的解读
2、汉代隶书与清代隶书的比较
3、隶书章法的解读
4、汉隶主要碑帖的鉴赏与解读
5、如何从隶书的临摹到创作

工笔花鸟班

楷书基础班

硬笔书法班

招生对象：中小学
招生对象：中小学生，18 人/班，满
生（6 周岁以上），18 人/ 8 人开班
班，
满 8 人开班
课时：
1.5 小时/课，
15 课时
课时：1.5 小时/课，
收费：
1500 元
15 课时
上课时间：
收费：2300 元（新学
深田（每周日 14：
30—16：
00）
员两人同行 8.5 折）
课程内容：
硬笔书法作品的创作。
上课时间：深田（每
周日 16：
30—18：
00）
报名咨询电话：
课程内容：楷书临
0592-5581775
习与创作
咨询微信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