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本报见习记者 栾旖旎

指上风华千年韵袁巧手运针见匠心遥

美可以是一瞬间袁然而制作美袁却需要很

长时间遥 近日袁台绣第三代传承代表人尧

浙江台绣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霞袁凭

借叶原窑衍生曳叶紫椹曳 和叶万物生 万物
灵曳系列作品袁荣获第七届野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冶的称号遥
品牌文化 工艺创新

自 1991年创办浙江台绣服饰有限

公司以来袁林霞不断摸索尧求变袁在传统
手工艺较为普遍的艺术品化的发展模式

中袁另辟蹊径遥 通过野+品牌冶野+创意设
计冶野+旅游冶的尝试和探索袁积累优势遥

目前袁公司已经建立了从高端定制到大
众服饰的台绣文化品牌立体发展体系袁

并先后被评为野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冶

野中国刺绣产品色彩研发基地冶等遥

台绣秉持传承技艺袁发展创新的核

心理念袁 对传统技艺表现力充分挖掘遥

在新作品新针法创作方面袁将针法与内
容结合袁不断通过内容的表达袁带动针法

的创新遥 如在叶丝影窑荷梦曳作品中对实
物蚕茧的运用袁延伸出 野蜘蛛网绣冶野触

角绣冶等匠心独运的针法遥 同时袁创新创
意设计袁将内容形式打破传统的思路和

样貌袁贴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常态遥

通过创意设计将台绣的文化元素尧

技艺元素和艺术元素充分萃取和转化袁

产生体现现代文化气象的符号袁 让传统

产业变革为一条由手工制作到符号化生

产的微观文化创意产业链袁 实现由传统

手工艺制造向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型升
级遥

转变思想 传统+时尚
近日袁 在深圳国际文化产业交易博

览会上袁 林霞自主原创设计的台州文化

礼盒成为会上焦点遥 她将和合文化尧 台

州市花桂花以及中国水墨书法融合台绣

传统工艺袁 打造 叶和合窑桂花丝巾礼
盒曳袁 并制作配饰尧 艺术品尧 手帕等和

合延伸产品袁 完美呈现一针一线一经典

的城市之美遥
将传统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袁 这是

林霞创作美术作品的精髓所在遥 随着社
会的发展袁人在不断地前进袁而传统文化

却停留在原地遥 许多人在接收西方文化

的同时也渐渐便遗忘了传统文化遥野我们

的工艺必须根据现代人的理念去转变传

统文化的传承轨迹袁 根据现代人的生活

发展袁贴切现代社会遥冶林霞说袁她将工作
融于生活袁在生活中发现灵感袁用传统技

艺表达新题材袁用新工艺表达传统观点袁
使传统文化真正走进现代审美中遥 合理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袁 让传统手艺达到更
唯美尧更极致的效果遥

多方发展 传承经典

于传统工艺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袁
现代从业者不仅仅只是受益袁 也应该争

做传承者遥 作为历史呈现及发展传承的

承载者袁2008年林霞创立了台绣博物馆遥

野我在想袁 台绣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袁我

们的刺绣不是在大城市里面袁 市场认可

度不高袁想要走出去绝非易事遥 冶林霞说遥

台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袁 其传承

性源远流长遥 公司立足野一所尧四室冶袁以
台绣刺绣研究所为核心袁 创新团队与大

师工作室共同发展袁形成野以老带新尧以
强促弱尧团结合作尧共同发展冶的局面和

人才培养模式袁 建立一支传承工艺的人
才队伍遥

此外袁公司利用工艺资源袁积极举办

社会公益培训班尧 参观体验活动和展演

展示活动等袁此外袁与学校等建立合作关

系袁开展第二课堂袁让更多的学生感受台

绣魅力遥

未来袁 台绣有更多的思考遥 林霞说袁

野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企业上市品牌文化袁

与旅游业结合袁吸引更多的外来游客关注
台绣袁喜爱台绣遥 冶据悉袁台绣艺术馆设定

为旅游景点袁实现旅游+文化的融合遥后期
还会和园艺尧 家具等领域进行跨界合作袁

利用多方面资源袁多渠道发展袁拓宽服务
范围袁延伸品牌效益袁传承工艺经典遥

指尖上的台绣院百年手艺 传承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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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袁 椒江

海义码头的渔船

上不时传来 野当

当冶 的敲打声袁
只见好多船员在

各自的渔船上忙
碌修整遥 自 5月

1 日进入伏季休
渔期袁 全区 647

艘应休渔船均进

港休渔遥 休渔期

间的船员尧 船老

大在进行安全培

训外袁 也对渔船
进行 野三修冶袁

即修船 尧 修机
器尧 修渔网遥 图

为船员正对渔船

进行油漆作业遥

本报记者

王卫君 摄

编者按院 文化设施 野建起来冶尧 文化资源 野转起来冶尧 文

化食粮 野种下去冶 噎噎近年来袁 伴随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快

速推进袁 越来越多的椒江人在家门口尽享 野文化大餐冶遥

身边的图书馆尧 公益的文化课堂尧 精彩的惠民剧场噎噎
让市民的生活越来越 野文化冶遥 从今天开始袁 记者专门带大

家看看咱们椒江的免费 野文化大餐冶遥

阴本报记者 李 琴

说到看书袁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去图书馆袁 在那里不仅有充足的图书袁

还有良好的阅读环境遥 这也是椒江图书

馆给椒江市民的第一感受遥

走进椒江图书馆袁 周围都是静悄悄

的袁 不时有翻书的声音传出袁 偶尔能听
到几句简洁的话 野你好袁 我借这几本

书遥冶尧 野好的袁 请稍等浴冶
野每天看着大家来这里袁 坐在那静

静地看书尧 找书袁 工作的心情都特别

好遥冶尧 野我们这里的读者都很自觉袁 看

书的环境挺好的遥冶 工作人员这样说遥

野从孩子 5岁开始图书馆就是我们

每周必到的地方之一浴 这里的书品种挺
丰富的袁 基本上想看的都能找到遥冶 市

民王女士说袁 她从小就有意识地培养孩
子阅读的兴趣袁 只要有空就会带孩子到

图书馆看书尧 借书遥
自 1998 年建馆以来袁 目前椒江图

书馆藏书 30多万册次袁 每年新增 1万

多册新书袁 除每周一闭馆修整外袁 其他时间包括节假日都

免费开放遥

野耶智真服务尧 文化惠民爷 是我们办馆的主旨袁 我们一

直以 耶读者第一尧 服务至上爷 的原则让更多的群众受惠遥冶
馆长汪筱萍说袁 节假日是读者最多的时间袁 不能让读者

野跑空冶袁 周一相对来说袁 读者较少袁 所以就将闭馆修整时
间定在了周一遥

这样的图书馆是市民阅读的好地方袁 如果有更多这样
的 野图书馆冶袁 那么就能有更多的市民可以享受到这一份阅

读的乐趣遥 为了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免费的阅读袁 打造老

百姓身边的阅读遥 除了借书袁 椒江图书馆还延伸服务袁 开

设基层流通点袁 让农村群众也受惠遥 渊下转 B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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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王丹凤冤 昨天下

午袁 区委书记陈挺晨主持召开 野一江

两岸冶 工作汇报会袁 精准发力推进

野一江两岸冶 开发建设袁 副区长周斌参
加会议遥

会上袁 各相关部门汇报交办任务进
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袁 陈挺晨一边

认真听取汇报袁 一边针对各个点位的实

际情况进行分析袁 提出下一步措施遥

陈挺晨指出袁 当前 , 野一江两岸冶

开发建设到了关键时期袁 有关单位和干

部要继续保持昂扬的工作斗志和振奋的
精神状态袁 全身心投入到征迁工作中曰

要紧紧围绕 野一江两岸冶 的总体规划和
要求袁 科学定位尧 合理布局尧 深度策

划袁 心往一处想尧 劲往一处使袁 加大力

度尧 加快进度袁 迅速形成工作合力袁 确

保征迁工作顺利推进曰 要始终坚持 野以

人民为中心冶 的工作理念袁 进一步加大

民生项目的推进力度袁 加快华东师范大
学台州附属学校尧 上海红房子医院等项

目落地建设袁 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医
疗和教育资源袁 推动民生福祉普惠共

享遥

在听取葭沚老街全域规划方案后袁

陈挺晨提出袁 葭沚老街要打造成台州的

超级街区袁 要让每座建筑都不一样尧 每

一条巷子都有不一样的味道尧 每个转角
都能眼前一亮袁 要深入挖掘历史文脉袁

深入包装 野老街故事冶袁 推进葭沚老街
的保护和开发袁 对葭沚老街原有的历史

风貌尧 建筑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入的

开发袁 对重要的历史遗址进行恢复遥 传

承和发展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袁 抓好

葭沚地方特色的保留和开发遥 可以在保

留原有精华的基础上进行深包装袁 不断
创新袁 加入现代文化元素袁 打造台州旅

游品牌遥
根据区委尧 区政府对老街 野每座

建筑不一样尧 每条胡同有味道尧 每

个转角有风景 尧 每幢院落有特色 冶

的品位要求袁 浙江安地设计院与浙

江大学规划设计院达成合作袁 供市

委尧 市政府决策参考遥 对老街全域
规划不断优化完善袁 增加一定面积

的水系景观和符合本地特色的生态
元素 袁 进一步突出葭沚水城 野水 冶

的主题遥

陈挺晨在主持召开 野一江两岸冶 工作汇报会时强调

葭沚老街要打造成台州的超级街区

1最多跑 次

本报讯渊记者 徐丽平冤近日袁位于花园新村的椒江曲线

美百货商行经营者汪潭月拿着租房合同尧转让协议和洪金玲

一起来到白云工商所袁凭双方身份证袁仅仅用了 15分钟的时

间袁就完成了营业执照转让手续遥 这是我区在全市率先探索

实施个体工商户营业自由转让模式的一个典型个例遥

野个体工商户营业自由转让就是转变以往个体工商户转
让耶一注一开爷审批模式袁在不涉及许可审批行业的情况下袁

允许个体工商户营业自由转让遥 冶白云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
长何红玉说遥

具体说袁即参照个体工商户变更程序凭转让协议实行自
由转让袁变更经营者姓名尧延续原个体字号名称遥 个体名称的

转尧受让双方签订一份书面合同或协议后袁报登记机关核准袁

这全面满足了个体工商户转让的实际需求遥

野按照以往登记程序袁个体工商户不允许自由转让袁要转

让只能采取一注一开两次登记程序袁即需经原经营者申请办

理注销营业执照手续后袁新经营者重新申请开业登记袁需新
旧两个经营者分别提交注销和新开两套相关材料袁需要一定

的法定时限才能完成办理遥 而且单位名称一年内也不能使用
以前老的单位名称遥 冶何红玉说遥

野像有些店名经营了多年袁老客户就认准这个店名袁只是

老板换了袁名称也不能用的话袁就会流失很多的客户袁现在这

样自由转让的模式就避免了这个问题遥 冶接过新营业执照的

洪金玲高兴地说遥

何红玉告诉记者袁因为需要先注销袁再重新办理新的袁所

以很多经营者因为怕麻烦袁或者出于想继续用原来的店名等

考虑袁就不过来办理登记手续袁这也导致市场上存在很多工
商登记与实际经营者不符的现象袁个体工商户营业自由转让

实行以后袁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遥
如今袁 创新个体工商户自由转让制度改革工作实施后袁办

照时间和准入成本减少了 50%以上袁大大节约了个体经营者的

时间尧精力和财力袁是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尧

优化营商环境的又一

创新举措遥 目前袁 我

区有 130家个体户办

理了自由转让遥

我区在全市率先实施
个体工商户营业自由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