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老紫砂求新求变

壶身像一块多孔的岩石，配以
一把金色的提手，壶嘴、壶盖则是传
统的紫砂壶样子，名为《映雪》的这
件作品获得此次大赛特等奖，作者
是来自吉林、三十岁出头的王忠
振。他说，作品意境取自于夏天的
长白山北坡主峰，体现出既现代又
传统的写意山水。

如何通过壶的创作来记录和反
映当下社会，让艺术走在时代的前
沿？这次大赛涌现出许多令人思考和
回味的作品。苹果上横放着两根香
蕉、香蕉的一头压着一个西瓜形状的
壶，颜色鲜艳、造型夸张的作品《褪色
的水果——西瓜茶壶炻器》，作者想表
达的却是环保主题，寓意化学品会固
化到水果、身体和大地里，呼唤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

“大赛优秀作品所反映出的创
作理念，比如环保、人性、健康等，值
得好好思考和理解。”宜兴陶瓷行业
协会会长史俊棠深有感触。他认
为，宜兴紫砂陶根脉是传统，是江南
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代
紫砂人传承至今，其传统依然很强，
不可否认其创新空间小，不过，随着
现代人审美观、审美情趣发生变化，
紫砂陶的确需要把新鲜的、外来的
文化元素反映到传统紫砂上。而大
赛把当今世界一流陶瓷艺术家和他
们的作品带到了宜兴，来自世界各

地的新理念、新创意，会给古老的紫
砂注入新的活力。

“紫砂文创”成新生力量

经常有人拿“陶都”宜兴与“瓷
都”景德镇相比较。随着中国元素日
渐成为国际设计界的热门，景德镇陶
瓷也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每年超过几
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设计师涌向景
德镇，成为“景漂”，为这个古老的陶
瓷产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宜兴虽然
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大学生、设计师
前来，但远未形成“宜漂”潮流。高级
工艺美术师范泽锋认为，紫砂壶手工
制作不同于常见的瓷器“拉胚”的方
法，而是需要手工捏作，工艺更为复
杂，初级入门成型手法太难，短时间
难以学会，让很多有志于紫砂创作的
年轻设计师望而生畏。

“不能仅仅作为非遗来保护，而
应主动去创新突破赢得市场认可，
让更多年轻人接受。”作为宜兴青年
陶艺家的领军人物，范泽锋在业内
以“创新”闻名，他曾经做过一个调
查：杯子比茶壶的受众群年龄平均
要小10岁。范泽锋认为，紫砂壶这
个市场要慢慢摆脱小众，走进大众
的生活，让年轻人接受、喜爱，首先
得有一批有想法的年轻人来进入这
个行业。为此，针对紫砂壶入门难
的问题，他摸索出一套制作相对简
单的手法，组建大学生创业基地，让
年轻人可以短时间上手，未来他还

计划打造国际陶艺村，让国际化、现
代化思维来与传统文化碰撞交融、
擦出火花。

形似一只可爱小猪的紫砂壶，配
以知名画家老树的诗画和宜兴当地
红茶，一套“飞猪送宝”作品，今年初
推出2000多套被一抢而空。这个创
意设计来自江苏省双创人才、紫泥公
社董事长赵炎。赵炎是宜兴紫砂圈
中有名的跨界创意者，近年来他创办
创业营和创客学堂，吸引相关艺术专
业大学生、紫砂二代等参与进来。“要
让紫砂陶大众化，必须是做文创产品
而不是艺术品”。赵炎说。

行业高质量发展需引导

11月中旬，宜兴市召开紫砂行
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业界引起不
小的震动。会上提出了许多具有深
远意义的政策举措。比如泥料加工
将实行定点加工、出厂检验登记等
制度，以确保紫砂泥料品质；加快建
立健全泥料和作者可追溯、商标和
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等制度，推动紫砂企业、合作社、工
作室合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提高
紫砂作品、产品的整体品质和竞争
力；坚决杜绝无证无照经营，坚决查
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骗买骗卖行
为等。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宜兴紫砂
界存在“代工”等不良现象，讳莫如
深的行业潜规则让外来力量难以融
入，也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创
新突破。此次高质量发展大会的召
开，史俊棠用4个字来解读：守正创
新。他认为，传统是根、文化是魂，
只有把这个根和魂牢牢把住，行业
也能健康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谋求
创新突破，因此这次高质量发展大
会对于宜兴紫砂来说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宜兴还努力围绕文
旅融合来做紫砂文章。近年来，丁
蜀镇全面加强紫砂历史遗存的挖掘
和展示，加快推进丁蜀紫砂特色小
镇建设，古南街、前墅龙窑、葛鲍聚
居地等历史文化街区得以保护开
发，黄龙山遗址公园即将动工，此外
结合当地众多的紫砂工作室、展览
馆等，一方面保护好历史文化资源，
同时也通过丰富载体来推动紫砂文
创产业和文旅产业大发展。

看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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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首届世界壶艺大赛获奖作品展，近日在宜兴青龙山公园落下帷幕，而
围绕此次大赛的热议远未结束。完全不同于传统壶的造型设计，现代创
作理念所呈现出的故事内涵等，给观众带来多方面的冲击。

传统文化正在成为一种时尚新潮。以故宫文创为代表，近年来国潮
风席卷文化圈，一些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成为年轻用
户的“心头好”。对于宜兴紫砂这一中国非物质遗产来说，如何通过与年
轻人审美、潮流的结合，得到一个新生命力的焕发？

紫砂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首届世界壶艺大赛举办，引发“紫砂创新”热议——

传统紫砂如何“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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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号转网”倒逼自我提升

低价套餐、品牌服务回归

□记者 胡志杰 图文报道

“携号转网”上周正式启动。记者了解到，随着转网服务平稳过渡，锡城运营商
开始调转“枪头”，在流量资费趋同、宽带资费差距日益缩小的现状下，以恢复低门槛
套餐、重推老品牌等优化服务举措，“自强内功”，争取更多用户的支持。

“转不转”价格不再说了算

“感觉几家套餐价格都差不
多嘛，选择上也比以前多了，没必
要单为了套餐去转号。”周日上
午，人民路一家通信营业厅内，一
位本想办理携号转网业务的市
民，在仔细了解完几家运营商的
套餐情况后，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哪家话费更便宜？现在用户
不用在这一点上纠结了。记者
发现，几家运营商主打话费套餐
不约而同放弃了价格战。以当前
备受用户欢迎的一款资费99元
左右的套餐为例，移动提供
30GB国内流量和150分钟国内
通话，资费为98元，电信和联通
均提供20GB国内流量和300分
钟国内通话，资费单价极为接近。

“没想到现在还能办到十几
元的话费套餐！”市民程小姐家里
老人用手机看视频的频率非常
高，选择了移动一款月费18元的
套餐，一个月可以看6G的定向
视频。记者发现，对于以往被吐
槽的资费档次差距不明显，几大
运营商一度消失或者不主动宣传
的低门槛套餐近期又活跃起来，
除了移动外，电信有一款19元的
套餐，主打低价入网。联通19元
腾讯大王卡和阿里小宝卡，则免
费赠送腾讯专属国内流量等。

“温情牌”留住用户脚步

“真是不敢相信，大学时候用
的套餐品牌现在又回来了！”最近
无锡“70后”“80后”手机用户都
在讨论一个话题：中国移动正式
官宣，将恢复并升级“全球通”“动
感地带”和“神州行”三大客户品
牌！记者也从无锡移动得到证
实：三大品牌不仅回归，还会与
5G相关联，将精准服务客户群。

当价格战不再有效时，运营
商笃信赢得用户还是需要好的服
务。“有点意外，为了解释细则，工
作人员主动给我打了电话。”用户
于先生前几天曾打了八方汇一家
营业厅客服电话咨询业务。打完
电话不到一小时，营业厅相关负
责人主动电话他，详细询问了他
的需求并约定办理业务的时间。

为了解“携号转网”的实施情
况，记者体验了几家营业厅后发
现，客服人员基本能专业、详细得
说明，并给出合适的建议。对此，
无锡电信相关负责人表示，“携号
转网”是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公司
细化了上百项工作，通过例会、培
训、通报、检查等机制，完成基础网
络改造和业务平台的升级改造。
正式提供服务后，将按照“方便用
户”的原则，全力保障携号转网服
务水平，增强用户体验。

网络质量始终是“生命线”

周日下午，在海岸城一品牌
手机体验店，江大学生小吴正体
验一款新上市的手机，当看到频
幕上的“5G”信号是满格时，他兴
奋不已：“5G真的来了！”一旁的
营业员表示，无论是“携号转网”
还是“5G商用”，网络质量始终是
大家最关心的。

网络覆盖是争取用户支持的
“硬核”。记者了解到，几大运营
商在网络覆盖方面已基本形成共
识。无锡移动在新、老城区打造
了“江南水弄堂”和“太湖新城”5G
精品网，在机场、部分商场和酒店
等窗口场景实现了5G室内连续
覆盖。无锡电信的5G行业应用
在工业互联网和智慧城市领域全
面发力，目前建成了智能工厂、智
慧旅游、智慧医疗、智慧港口、智
慧安防等标杆项目近30个。

业内人士分析，伴随着携号
转网的落地铺开，5G时代的竞争
将更加多元、透明，运营商竭尽全
力，纷纷向用户展现出最好的服
务品质、最高的性价比。无论用
户是否进行携号转网，都将获得
较之前更好的服务体验，也将推
动运营商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和
提升服务，这也是这场比拼的真
正价值所在。 （周茗芳）

近日，有市民反映梁溪区广勤
路一条不足500米的路段居然分布
了4家水果店、4家药店以及生鲜超
市、便利店等。附近的居民多、商家
有利可图是重要原因，但也从侧面
反映了社区商业背后隐藏着同质化
竞争的问题。商家不能为了抢占市
场就忽视居民的多种需求，甚至破
坏社区的商业氛围。只有提供有温
度的服务才能与居民建立更加紧密
的联系，受到居民的欢迎。

社区商业，通俗来讲就是“家门
口经济”，既是商业行为，也是一个
满足居民社交互动、文化交流的平
台，享受精彩社区生活、展示和谐邻
里关系的人文窗口。好的社区商业
应该有好的商业氛围。商家之间相
互竞争，通过市场机制给居民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但同质化的服务
过多，就会给居民带来社区很“乱”
的感受。这种“乱”实际上就是社区
的不同服务配比失调，或者是餐饮
类过多，或者是休闲娱乐类不足。
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是住宅片
区的商业引进没有统一的规划，导

致社区商业缺乏统一运营管理，进
而造成社区商业经营混乱。

离消费者越近，离竞争就越
远。城市空间被挤压，消费者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层次越来越复合，比
如情感诉求、亲子类需求等。只有
真正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才能
获得青睐，在社区赢得一席之地。
我市城区首家“智慧菜场”——小木
桥农贸市场受到附近居民的欢迎，
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改造之前进行
了统一的规划，连接了很多便民服
务，契合了居民的真实需求。

（王皖杰）

有温度的社区商业让生活更美好

本报讯 记者昨日在人民中路的
优族联盟大厦楼下看到，一组新布设
的智能化回收箱体已经安装到位。目
前，梁溪区范围内共有126组智能化
回收箱体正在逐步安装，全部安装到
位后，将统一通电调试，启动运营。

“为了进一步激励、引导居民参与
垃圾分类，区里决定每个分类小区（社
区）至少配齐一组智能化回收箱体。”
梁溪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科科长胡
斌说，经过严格的招投标采购程序，设
备安装调试后将移交相应的运营公司

负责宣传引导和管理运营。
另悉，新增的3辆易腐垃圾专运

车辆也已进入采购程序，梁溪区可回
收物和有害垃圾临时分拣中心也在加
快建设中。

（范绪锴）

梁溪区大面积铺设智能回收箱体

寄畅快语

本报讯 身份证丢失怎么办？寻
求律师帮助去哪找？港澳签注要加急
怎么弄？……滨湖区蠡湖街道美湖社
区警务室里都能“搞定”。日前，美湖
社区在社区警务室试点开辟了全天候
终端服务区域，除了港澳台签注自助

一体机、警务综合服务一体试运营设
备外，不动产登记查询机也将进驻。

“社区今年将原本30平方米的警
务室扩大到了100平方米，设置了更多
与社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美
湖社区党委副书记许婷介绍，为了解决

居民找律师难、请律师贵的难题，警务
室里专辟区域引进“无人律所”，居民通
过互联网，可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律师，
并通过语音、视频的方式，一对一、面对
面地进行法律问题的咨询。

（尹晖）

美湖社区试点全天候终端办理服务

孩子的安全关系着千万家庭的
幸福，作为教育主阵地的校园更需
要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保护孩子
健康成长。

一、交通安全注意事项
不满12周岁的孩子，不能在道

路上骑车，这是必知的交通规则。
在上学路上遇到灾害天气时，

要及时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临时躲避
起来，可用公用电话或他人手机通
知家长来接，不要冒险行走。

在路上行走时要自觉遵守交通
规则，要注意道路上的车辆，不与机
动车抢道，不嬉戏打闹，到路口要四

处观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
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乘

车须抓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
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

二、人身安全注意事项
在家中要提高防范意识，对上

门的陌生人要严加盘问，不要随便
开门。

与同学一起外出不要拉开很大
的距离，避免走失。若在公共场所
发现受骗或受到威胁，应立即向人
多的地方靠近，并寻求帮助。

教会孩子，警察叔叔、银行保
安、商场工作人员等都是可以第一

时间求助的人。
外出游玩时要征得家长同意，不

搭陌生人的便车，将行程告知父母或
其他家人，说明大概的返家时间。

三、饮食安全注意事项
不要购买街头无营业执照、无卫

生许可证的商贩出售的盒饭及食品。
不食用来历不明的可疑食物。
四、网络安全注意事项
保护个人信息。上网时，不要

将重要信息告诉陌生人。
不要轻信网友。家长要提醒孩

子网上交朋友要谨慎，聊天时避免
谈及隐私，不要轻信网友。

远离校园贷款、网络诈骗。孩
子这么小，怎么分得清楚是不是诈
骗？简单来说一句话：只要是涉及
钱的事儿，都要慎重考虑，都必须询
问家长。

校园内外“安全”记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