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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渊）由雄县晴

风阁艺术馆联合著名书画艺术家

共同研制开发的《白洋淀胜景图》

文创作品已经问世，有望引起京津

冀书画界和市场的强烈反响。

据悉，今年 10 月份，《白洋淀

胜景图》文创作品荣获由文化和旅

游部资源开发司指导、河北雄安新

区管理委员会公共服务局、改革发

展局和雄安新区宣传中心联合主

办，以“大美雄安 雄安游礼”为主

题的2019河北雄安新区文创和旅

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的十佳最具

商业价值文创和旅游商品设计奖。

雄县晴风阁艺术馆是以传承

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介和宣传

本土地域文化，组织高端艺术交流

活动的专业艺术机构。此次的《白

洋淀胜景图》文创作品，是根据河

北文化学者、著名书画家王福增同

名国画原创作品设计制作。该卷

以基本写实的手法，再现了 2017

年雄安新区成立前白洋淀全景自

然风貌。它以白洋淀温泉城牌楼

开篇，安新县码头收尾，全图涵盖

了荷花大观园、白洋淀文化苑、鸳

鸯岛等主要景区及淀中若干自然

村落。白洋淀自然风光及淀乡渔

民日常生活场景及水乡民俗尽收

图中。

目前，《白洋淀胜景图》原创作品在雄安新

区雄县晴风阁艺术馆展出。馆长武红玉介

绍，该文创作品有3种规格：一是高0.35米，长

15.38 米；二是高 0.25 米，长 11.22 米；三是高

0.198米，长9.58米，均装有高档锦盒，是具有

雄安特色的高档纪念品和收藏品；同时，还可

以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高端定制。

记者：你是缘何走上书画收

藏之路的？

张闯亮：与书画结缘，对我

来讲是兴趣与机缘使然。我自

幼喜欢历史，喜欢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我第一次接触书画作品

是在2005年，老家的一位老先

生送给我的一幅书法，时隔多

年，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我捧着

那幅写有“鸿运当头”四个大字

的书法时，内心升腾起莫大的激

动和喜悦。也就是在那一刻，在

墨香纸韵里，燃起了对书画艺术

品的渴望。

2007—2008 年间，我有个

表侄在北京做文化公司，主要策

划出版与书画艺术相关的书籍

画册。逢年过节亲戚聚会时，我

总爱问几句书画相关的问题。

见我对书画如此感兴趣，侄子便

送我几幅名家的作品，这是我真

正接触书画艺术品的开端。之

后，如若看到特别喜爱的作品，

便会花钱买下来。不知不觉中

开启了我的艺术作品收藏之

旅。2010年，我去了北京，有了

更多的机会接触艺术名家和书

画作品。从此，我的艺术收藏之

路越走越远。

记者：请你介绍一下风云美

术馆的情况？

张闯亮：艺术品收藏是一种

情怀。在我看来，书画作品的最

好归宿就是美术馆。它不仅是

艺术品陈列展览的载体，同时也

是一个窗口，能够让更多的书画

爱好者欣赏到真正的名家艺术，

由此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美学

修养和艺术底蕴。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雄县人，

对自己的家乡有着很深的感情，

将美术馆开设在家乡是件很有

意义的事情。2016年成立的风

云美术馆，是雄安新区第一家正

式注册的民营美术馆，展厅面积

700平方米，收藏的作品主要涉

及当代各大美院、中国美协以及

各个画派的名家老师的书画作

品。目前，美术馆除了正常策划

展览外，还研发一些文创产品。

记者：请谈谈你们的文创产

品情况。

张闯亮：说到文创产品当属

文人紫砂壶品牌。紫砂壶作为

我国传统的工艺品，自兴盛以

来，深受文人雅士的青睐。文人

与紫砂壶始于清代的陈曼生先

生，因为有了文人的参与，紫砂

壶的艺术审美得以提升，从而有

了更高的收藏价值，像中国近代

的顾景舟先生与唐云、吴湖帆等

人合作的五把大石瓢，可谓是近

代史上最具标杆性的一次文人

壶杰作。

我们美术馆借着得天独厚

的艺术家资源，策划创建了文人

紫砂这个品牌。2017年，我在人

民日报《环球人物》杂志社担任

艺术交流中心主任期间，就在构

思文人紫砂项目。2018年4月，

由《环球人物》杂志社主办的“墨

韵金砂——刘文西、顾绍培、鲍

志强紫砂文人壶艺术展”活动，

我们推出了9把珍藏的紫砂文人

壶。这9把壶由紫砂行业“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顾绍培、鲍志强

先生与黄土画派创始人刘文西

老师共同创作完成。其中，刘文

西作画，顾绍培制壶、鲍志强配

诗文并篆刻，正是这9把壶的问

世，促使我们着手创建“文人紫

砂”品牌。作为美术馆的文创产

品，我希望用心打造和诚心雕琢

的文人紫砂壶能“飞入寻常百姓

家”，让普通群众以买一个实用

器茶壶的价格，就能够真正接触

到名家巧匠的艺术作品。

记者：你们在新区成立后开

展了那些活动？

张闯亮：2017年4月1日，雄

安新区成立。对风云美术馆而

言，这也是个难得的机遇。当年

6月，我们与人民日报《环球人

物》杂志社共同策划了“黄土画

派太行山雄安新区采风”活动，

邀请了以刘文西、崔振宽、郭全

忠老师等为代表的10多位黄土

画派的名家开展了为期8天的采

风写生活动；同年，先后承办了

以喜迎党的十九大召开为主题

的“京津保美术作品展”“故园·

新区——雄安新区著名画家精

品展”“艺术为人民——雄县书

画交流展”等多项展览，还多次

接待了文化部、各大院校、各类

学术机构前来新区调研考察活

动。2018 年，先后举办了三届

“美丽雄安——中国画名家邀请

展”，我们还成功接待了东北师

范大学主办的国家艺术基金项

目——“东北表现性油画全国巡

展”。

记者：从业过程中有什么人

或事是你最感念难忘的？

张闯亮：我已在书画行业摸爬

滚打了十几年，与书画老师们的交

往使我受益匪浅。这其中，对我

影响最深的要属刘文西老师。

我来到北京后，积极提升自

己书画专业知识并为进军艺术

市场积累经验。2013年，我迎来

了人生中自己策划的第一个活

动——“中国梦·美丽中国”大型

国画展，当时与《环球人物》杂志

社毛阗杰共同担任策展人。此

次活动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名家50多人，令我感动的是，80

岁高龄的刘文西老师特地从千

里之外的西安赶到北京。在开

幕式讲话中，刘老师再三强调：

“我是与闯亮接触了多次之后，

才决定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一

席话让我倍受感动。可以说，正

是刘老师的肯定和支持，才使我

在书画行业有了自信和冲劲。

之后，刘老师多次对我的事业给

予帮助和支持。刘老师可谓是

我书画艺术生涯中的贵人了，这

种知遇之恩让我终生难忘。

记者：请你给读者分享一个

书画活动中的故事。

张闯亮：2017年6月，“黄土

画派太行山雄安新区采风”活动

的第3天，我们来到了太行山区

的易县，当天突然下起雨。约定

出发时间到了，我抱着暂停行程

的想法下楼，竟意外地发现刘文

西和其他老师早已等在了楼

下。刘老师见了我很严肃地说，

我们出来一趟不容易，不能因为

下雨，就随意浪费掉这宝贵的时

间。刘文西老师和崔振宽老师

已是80多岁高龄，郭全中老师也

70多岁，大家一致坚持去写生，

这让我心里很受触动。那天，我

们冒着大雨进了山，每位老师只

是撑了把雨伞，坐着小马扎认真

仔细地作画，一坐就是一上午。

雨下了一天，行程并未因雨而耽

搁。这些在世人眼里早已“功成

名就”的画家，对于艺术事业竟

如此认真严谨，这种敬业精神深

深地感动着我们所有人。

在写生结束前一晚的研讨

会上，刘文西老师感慨道：“你们

《环球人物》杂志社和风云美术

馆的团队，是我这些年写生以

来，遇到的最好最细致的，像你

们这样的团队，我合作100次都

不嫌多。”刘老师的一番话为这

次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记者：未来风云美术馆的运作

有何打算？

张闯亮：列夫·托尔斯泰所

言，艺术是生活的镜子。我认

为，艺术来源于生活，真正的艺

术是接地气的，是雅俗共赏的。

所以，风云美术馆为雄安新区的

民营美术馆发展和艺术爱好者

要搭建好交流的平台，并继续发

掘一些有艺术价值的产品，推广

好文人紫砂品牌。

总之，作为一个民办非盈利

机构，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

多，一方面要继续做好美术馆的

展览事宜，另一方面也要致力于

发掘年青一代的优秀艺术家及

具有时代气息的艺术作品。

——对话雄县风云美术馆馆长张闯亮
□记者 王渊

自幼喜欢历史文化，他从喜爱到收
藏书画作品，注册创办了雄安第一家
民营美术馆；从雄安到北京，他提升

书画专业知识，积累艺术市场经验，成为专
业展览策划人。他就是雄县风云美术馆馆
长张闯亮

本报讯（记者霍少轩）京津冀57家养老行业龙

头企业日前齐聚雄安妇女创业合作社，参加了雄安

新区养老行业产业论坛，共商雄安生态康养大计。

他们围绕雄安国际都市建设发展、养老行业如何服

务雄安民生大计、构建科学现代的养老体系进行了

探讨，对养老模式、养老行业标准、养老人才培养、养

老产品供给、养老体系推广等多方面进行了讨论，形

成了按阶段、分步实施的发展思路，未来将引入智慧

养老、科技养老、生态养老新理念，打造雄安一体化

养老产业链，助推雄安养老事业向智能化、科技化、

现代化方向发展，打造属于养老行业的“雄安质量”。

张
闯
亮

□□记者记者 孙文宾孙文宾 王渊王渊 霍少轩霍少轩

本报讯（通讯员仝鹏飞）雄安新区多家银行引入

区块链技术，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全力服务新区的建

设发展。工行、中行等多家银行运用区块链技术参

与新区土地补偿、“千年秀林”等重点项目工程，代

理发放临时占地补偿款，实现了服务模式创新和效

能跃升。建行将区块链与人脸识别、大数据等技术

相结合，协助雄安新区搭建住房租赁监测平台和住

房租赁交易平台，在新区三县上线运行。

搭建交流平台 致力雅俗共赏

雄安高铁站鸟瞰图雄安高铁站鸟瞰图。。

雄安银行业运用
区块链创新服务新区建设

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施工现场一角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施工现场一角。。

京津冀养老行业龙头企业
齐聚雄安共商生态康养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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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依然是塔吊林
立、机器轰鸣，建设者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国庆节期间，雄安站进入了重要节点，项目
从地下建设进到地上建设。”这标志着雄安站站
房钢结构工程地下主体结构正式完工

绿色理念绿色理念 细节可追溯细节可追溯
————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施工掠影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施工掠影

初冬的京雄城际铁路

雄安站，依然是塔吊林立、

机器轰鸣。建设者们正在

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国庆节期间，雄安站

进入了重要节点，项目从地

下建设转到地上建设。”雄

安站项目指挥部现场工程

师李源说，这标志着雄安站

站房钢结构工程地下主体

结构正式完工。

作为雄

安新区第一

个开工建设的重大交通建

设项目，京雄城际铁路雄安

站自开工建设以来，参加建

设的各路大军精心组织，高

标准、高质量推进建设进

程。众多的参建者放弃一

个个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凝

聚起无数的汗水和智慧，让

一条条钢筋扎根热土，铿锵

有力地诉说着“开路先锋”

的雄心壮志，全力为雄安新

区打造一座经得起历史检

验的综合交通枢纽。

在施工现场，让中铁建

工集团雄安站指挥部技术

部部长杨月新印象

最为深刻的是，这是

世界首条拥有全生

命周期BIM三维档

案的车站。“基于 BIM 和

GIS等技术，在没有开工之

前，设计人员就用数字模拟

出了整条铁路，每个点都能

与现实吻合。”杨月新说，这

意味着，整个建筑的每个细

节都可追溯，如一个螺钉坏

了，维修人员能快速查询到

这个钉的“前世今生”，并找

到正确维护方案。李源表

示，他们坚持把绿色京雄、

人文京雄、精品京雄的追

求，体现在京雄铁路建设过

程的点点滴滴，打造铁路高

质量发展样本。

雄安站是一座绿色建

筑，绿色理念无处不在。建

设者们在施工时，严格执行

国家绿色建筑的最高标准，

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既

能展现站房现代感，又能更

加绿色、环保，打造铁路高

质量发展新样本。

时下的雄安站，基础建

设已初步显现。到2020年

底，雄安站具备开通条件之

后，可以实现30分钟从北

京城区到达雄安新区，将为

新区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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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雄城际铁路雄安新区首个京雄城际铁路雄安新区首个

桥梁转体施工现场桥梁转体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