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湖南省工艺美术品博览会
地点：湖南湘绣城
时间：2006 年 11 月 8 日-11 日
博览会为建国以来我省工艺美

术行业首次大型展会， 汇集了全省
工艺美术行业 6 大类 30 个品种的
工艺美术精品数万件， 邀请了全省
10 个市州的 127 家企业参展， 展示
面积达 4000 多平方米。 大批客商到
会，成交金额数百万元。

●第二届湖南省工艺美术品博览会
地点：张家界
时间：2008 年 9 月 18-20 日
博览会有来自全省 13 个市州

的 160 家工艺美术精品生产企业参
加， 带来了各类工艺美术精品数万
件。 在知名旅游城市张家界市召开，
既向海内外游客展示了湖南工艺美
术品的巨大艺术魅力， 又进一步拓
展了市场。

●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湖南工艺
美术大展

地点：湖南省博物馆
时间：2009 年 9 月 3-10 日
大展组织了全省工艺美术行业

300 多位专业技艺人员创作的 400
多套 600 余件作品参加展出， 汇集
了我省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和省
级工艺美术大师、行业技艺大师、高
级工艺美术师创作的具有时代感的
艺术精品。

●首届中国湘绣文化艺术节暨第三
届湖南省工艺美术品博览会

地点：湖南工艺美术产业基地
时间：2010 年 10 月 19-21 日
节会由省人民政府主办，全国人

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工艺美术
协会名誉理事长李铁映出席并宣布
开幕。 主展馆展示规模达 8000 多平
方米， 设立了近 400 个标准展位，汇
集了来自省内 13 个市州的 300 多家
企业的工艺美术精品近十万件。主会
场馆内开设了 200 多人参与的现场
制作和演示表演活动。

开幕式开启艺术之门
时间：9 月 15 日上午 9 点
地点：省展览馆前坪

“弘扬湖湘文化， 振兴民族产
业”。 在湖南大张旗鼓建设文化强省
的时候，这是一次全面展示我省以湘
绣为代表的工艺美术产业的成就，进
一步推动工艺美术品市场化和产业
化， 将湘绣打造成世界知名品牌形
象，促进当代各绣种技艺交流的一次
综合性的文化艺术节会。

作为省政府主办的重要节会，开
幕式上，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直有
关单位负责人将到场，包括国家级和
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全省工艺美术企
事业单位代表、 全国 24 个绣品生产
企业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共有 1500
人参加。

开幕式上， 艺术之门将正式开
启，迎接各方来宾。

10 万工艺品展示制作演示
时间：9 月 15 日-17 日
地点：省展览馆南北厅

这次节会全省有 300 多家工艺
美术品生产企业参加， 涵盖了刺绣、
艺术陶瓷、雕塑、烟花爆竹、编织等十
大类工艺品近 10 万件工艺美术精
品，保管让你眼花缭乱。 现场就有制
作、贸易洽谈和销售，你喜欢的马上
就可带回家。

你需慢慢地徜徉展馆，因为除了
我们熟知的湘绣、 浏阳菊花石雕、醴
陵陶瓷外， 还有数百年历史的岳州

扇，它与苏州扇、杭州扇齐名，品种多
达 200 多个。 还有入选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土家织锦，你可以
现场看到土家族姑娘不必绘图，反面
织就的 “西兰卡普”。 你仔细看苗族
姑娘绣在头帕、腰带、背包、衣服上面
的花鸟鱼虫、各式纹样，那是他们的
民族图腾。

你知道凤凰和邵阳的蓝印花布
的区别吗？ 那种越旧越美的蓝、越看
越美的传统图案，会让你闻到山野的
气息。 你知道怀化的侗锦日用锦、寿
锦和法锦的区别吗？你知道宝庆竹刻
翻簧竹刻替代了传统的竹青雕刻和
竹篼雕刻了吗？你看到洞口的墨晶石
雕了吗？那是用一亿年前火山爆发的
产物墨晶石雕刻成的文房四宝、故事
摆件和耳坠、首饰等。

如果你逛累了，还可以在省展览
馆序厅欣赏精彩的演出。

中国 24 种刺绣同台竞艳
时间：9 月 15———17 日
地点：省展览馆中央厅

“欣赏针尖芭蕾， 感受刺绣艺
术”。全国 24 种绣品 67 家企业参加的
刺绣艺术大展，除了我们熟知的四大
名绣外，还包括河南的汴绣、无锡精微

绣、南通仿真绣、温州的瓯绣、 上海的
顾绣、新疆的疆绣、湖北的汉绣、广东
的瑶绣、江西的夏绣、浙江的发绣等。

猜猜哪件精品会得奖
时间：9 月 15 日-16 日
地点：省展览馆南北厅

在展览馆，我们将看到，那些工
艺美术品一件比一件精美。 因为大师
们铆足了劲儿，要在第五届湖南工艺
美术精品大奖赛中拿个奖回去。 特等
奖、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会花落
谁家呢？ 大家都可以猜一猜，考考自
己的眼力和品位。

28 名美绣女赛风采
时间：9 月 15 日 14：00-17:00
地点：省展览馆序厅

第二届湖南绣女技能风采大赛
决赛就在开幕式当天举行。 看过那么
多的选美大赛，这一次别开生面。

进入决赛的 20 名绣女会有才艺
比拼，唱歌、跳舞、走秀、诗歌朗诵、绘
画、书法各有所长。 她们还要现场展
示本人的作品和技艺，解读经典湘绣
作品。 最后将评选出巧工绣女、德馨
绣女、文昌绣女、艺绝绣女、天使绣女
5 个奖项共 10 名金牌绣女。

大师联袂打造烟花盛宴
时间：9 月 15 日 20：00—20：30
地点：橘子洲头
浏阳烟花的工艺美术大师为各

种各样的节日庆典设计过烟花，但只
有这一次， 他们让烟花为自己绽放，
为湖南的工艺美术而绽放。

你不能错过这场大师专场焰火
燃放晚会，整场焰火晚会以“火的艺
术”为主题，分为“神奇之焰”、“惊艳
之花”、“艺术之舞”三大章节，规模宏
大，精彩纷呈，2012 枚烟花在橘子洲
头美丽绽放，呈现“祝贺第二届中国
湘绣节暨第四届湖南工艺品博览会
开幕”字样，寓意着 2012 年湖南工艺
美术再创辉煌。

大师专场焰火燃放晚会由湖南
省工艺美术协会、 浏阳市花炮局举
办，首次由黎仲畦、黄明章两位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江木根、钟自奇、姜锡
松、罗友明、何继荣五位湖南省工艺
美术大师领衔设计编排，浏阳市花炮
局局长汤显华、副局长李仕飞亲自组
织燃放，是继中博会、伦敦奥运会后，
共同打造焰火晚会的又一盛举，也是
浏阳烟花作为湖南工艺美术的主力
军，送给节会最好的礼物。

高峰论坛思考刺绣未来
时间：9 月 16 日 9：00-11：00
地点：运达喜来登三号会议厅

中国刺绣既是中国最美的名片，
也是与国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装饰品
和生活用品。 她从几千年前的老祖宗
手里传下来， 我们理应让她继续传
承，发扬光大。 因此本次中国刺绣高
峰论坛有政府领导、 社会经济学者、
文化界人士以及产业服务平台、市场
运营方面的专家来共同探讨，为中国
刺绣找到光明的未来。

工艺美术湘军走星光大道
时间：9 月 17 日 20：00-21：30
地点：运达喜来登宴会厅

这一次，工艺美术湘军要办一场
让世人瞩目的电视文艺颁奖晚会。 让
省领导为“第五届湖南工艺美术精品
大奖赛 ”、“第二届湖南绣女技能大
赛”等获奖者颁奖，让他们骄傲地走
一回星光大道，让他们的付出和风采
全世界都能看到。

让关心湖南工艺美术的社会各
界人士也轻松地坐下来，看知名歌唱
家、表演团体的现场表演，看省湘绣
研究所“金彩霞文化演艺团”的湘绣
服装秀。

文/易禹琳

主办单位： 湖南省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湖南省城镇集体工业联社
承办单位： 湖南省工艺美术协会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刺绣专业委员会 湖南省湘绣研究所
支持单位：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湖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 湖南湘绣城广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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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湘绣文化艺术节
中国当代刺绣艺术品大展
第四届湖南省工艺美术品博览会 开幕

热烈祝贺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届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

历届节会
明天，9 月 15 日，在湖南省展览馆，期待已久的第二届中国湘绣文化艺术节、中

国当代刺绣艺术品大展、第四届湖南省工艺美术品博览会就要开幕了。 在这美的盛
会还没拉开帷幕前，让我们先把美的信息透露给你，让你先睹为快。

明天，三湘工艺美汇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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