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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珍：复活“国宝”走向世界

工业厂房出租
所前袄庄陈工业区03东

复线旁有2幢2层工业厂房
出租，带货梯，面积每幢2层
计2600平方米，每幢整体出
租，水电齐全，交通方便，可
进大型集装箱车辆。欢迎有
意者洽谈。

电话：13805753845。

设备转让
杭州晶恒光伏有限公司

由于公司搬迁行业转型，有
一批旧的配套生产太阳能硅
片的设备与经营有关的器
具、运输工具低价转让。联
系人：22859888、22859588
朱先生。联系地址：萧山区
北干街道兴九路58号。

萧山瑞莱克斯酒店4楼
棋牌足浴店开业
热烈庆祝萧山瑞莱克斯

大酒店4楼棋牌足浴隆重开
业！地址:金城路 1618 号，

通惠中路707号，金城路与通
惠中路交叉口。预约电话:
0571-58086018

/58081006
恭候大驾光临！

求购工业厂房土地
代理大型厂房出售出租业务，
代办厂房土地转让过户手续，
联系人：王岗18606505558。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员、

事业、国企、教师、白领、医生、
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遗失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
究院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萧山分中心招投标交易卡，卡
号：XSJS001005，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市萧山区乐学文
化艺术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证号：
教民133010970003031号，
声明作废。

启 事

便民热线

商务资讯

房产信息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全明涂装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

督 管 理 局 2015 年 3 月 12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330181000492174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全明涂装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4日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4月24日
晚潮时间
16:30
16:46
18:35
危险

高潮位
(米)

5.20
5.20
4.9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4月25日
早潮时间
03:50
04:06
05:48

高潮位
(米)

5.30
5.30
5.00

杭州萧山国营商业总公司市心南路32-34号，面积
约260平方米，陶唐弄13号西1间，面积约10平方米，
人民路86-2、86-1号，面积约60平方米，临街商铺出
租，适合服装、超市、办公室等。

联系电话：82623486 联系人：孙先生。

市心广场D座1011号，面积约190平方米，市心广
场D座1008号，面积约43平方米，临浦峙山北路与东藩
南路交叉口原南方浴室，面积约184平方米，旺铺出
租。报名截止2019年4月26日。

联系电话：82737936 联系人：黄先生。

招
租

南阳派出所新建工程项目位于南阳街道，规划范围东至南庄路，南至左十四线，西至空地，北至幼儿园，总用地面积约0.67公
顷,其中建设用地面积0.67公顷。

该地块选址（规划条件）论证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规划控制指标拟明确如下：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19年4月24日至2019年5月5日在萧山区人民政府办事服务中心瓜沥分中心2楼大厅、南
阳街道、村委会、项目现场、萧山日报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进行公示，欢迎广大市民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有意见或对公
示内容有不明确，请于公示期间来电或书面反馈至现场意见收集箱。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83502178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9年4月22日

公

告

用地性质

行政办公用地（A1）

用地面积（公顷）

0.67

容积率 —

≤1.0
建筑密度（%）

≤30
建筑高度（米）

≤24
绿地率（%）

≥25
备注

同时满足机场净空要求

4月25日 8∶30-16∶30停通惠变汇德C781线华
苑开G13绿茵分线：北干街道绿茵公寓、杭州百德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北干一苑及其周边一带；8∶00-17∶30

停东河C218线浙东村13#变：新塘街道浙东村一带；8∶
00-17∶30停东河C218线浙东村9#变：新塘街道浙东
村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便民热线◆商务资讯◆房产信息◆招聘信息◆浪漫情缘◆拍卖公告◆招标公告◆公告◆遗失启事

网址∶www.xsnet.cn点击萧山日报分类信息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QQ∶342207994 353610476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破解两个“谜”
“复活”南宋官窑瓷

走进位于蜀山路上的南宋官窑研究
所，展厅里数百件展品和获奖证书展示了
叶国珍倾注了一辈子心血恢复南宋官窑瓷
技艺的过程和成就。

南宋官窑是为宫廷烧造的专用礼器，
工艺极其精致复杂，存世作品十分稀少，
堪称国宝。但在许多年以前，南宋官窑一
直是个谜，这是因为南宋覆灭后官窑被毁，
工匠散落，有关官窑的质料、配方、烧制工
艺传于世上的仅是只言片语，并没有任何
文字记载。

1969年，年仅18岁的叶国珍在研究
古瓷的哥哥的影响下，开始“触电”南宋官
窑。他想做的，就是破解南宋官窑的“原
料、配方以及烧造工艺”之谜。

据史料记载，官窑遗址在杭州乌龟山
脚下的八卦田附近，叶国珍便每天带上几
个馒头，灌满水壶，骑自行车到乌龟山脚下
翻拨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两座烧
造南宋官窑瓷的龙窑遗址被叶国珍找到，
获得了用来进行岩相结构和化学组成分析
的各种不同胎釉色瓷片。

通过研究碎瓷片和配方，并到各地的
博物馆琢磨观摩，经过2000多次反复分析
研究化学组成和胎釉配方，调配数十种原
料，无休无止地烧制尝试……1978年4月
的一天，一件具有南宋官窑四大品质特征

“紫口铁足”“粉青釉色”“冰裂纹片”“厚釉
烧造”的复制品从窑中缓缓送出，叶国珍双

眼放出喜悦光芒：碧玉般的粉青釉色，形态
各异的冰裂纹片，若紫若褐的紫口铁足、内
蕴如脂的厚釉烧造技术呈现眼前，他的眼
眶湿润了。

当年10月，在仿南宋官窑瓷国家级鉴
定会上，国内专家一致认为叶氏兄弟研究
恢复成功的官窑瓷与南宋官窑瓷相比，无
论是内在质地还是外观形象都完全一致。
1991年，叶国珍作为“用杭州紫金土仿制
南宋官窑瓷”的第二发明人，荣获国家科技
发明二等奖。

破解了第一谜之后，叶国珍想到，制作
南宋官窑的紫金土在南宋大量开采，但到
现代数量并不多。于是，他开始研究紫金
土的替代品。“通过5000多次的实验，我们
终于找到了。”对此，叶国珍很是自豪。

让南宋官窑不“断代”
走向全世界

叶国珍说，萧山是一个养人、育人、出
人的福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萧山经济
发展迅速，为传统文化复兴和传承发扬提
供了良好的环境，能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想让南宋官窑瓷
走向世界。”叶国珍用一颗赤子之心，发挥
自身在南宋官窑瓷领域的权威优势，在国
内外积极传播南宋官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内涵，先后在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韩
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个展和联展，
展出恢复成功的南宋官窑瓷，外媒称叶国
珍为“中国碎瓷王”。

即便如此，叶国珍依旧没有在南宋官
窑的研究上停留脚步。南宋官窑“复活”
后，他又创作了一大批艺术创新器型，同时
利用最新的纳米技术对原料进行了改良。
几十年来，叶国珍陆续有几十项科研成功
填补了国内空白，其中“南宋官窑薄胎厚釉
瓷研究”更是填补了国际空白。1992年
起，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
他荣获“囯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
号。他的作品先后获中国宋代五大名窑大
师作品展金奖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
金奖等近百项国内外大奖。

为让南宋官窑更多地走入大众，这些
年，叶国珍还研制开发了南宋官窑冰裂纹
茶具、十二生肖冰裂纹茶杯、春夏秋冬冰裂
纹四季杯等品茗佳器，深受市场欢迎，并远
销台湾、香港及其他地区。

如今，叶国珍的女儿叶佳星也加入了
继承和保护南宋官窑历史文化遗产，80后
的她已经成为杭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她的
作品“南宋官窑纸槌瓶”获得了中国工艺美
术“百花奖”金奖。叶佳星说，她将为推广
南宋官窑文化不遗余力。

提起女儿，叶国珍非常自豪：“现在有
女儿传承，我们一定守护好艺术瑰宝，让南
宋官窑不再‘断代’，将传统技艺发扬光大，
走向全世界。”

今年，叶国珍又开先河地制作了陶瓷
立体书画作品和陶瓷浮雕壁挂作品，献礼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接下来，他还想把
现在的南宋官窑艺术馆打造成南宋官窑青
瓷国际文化园，“可以让华侨华人回来寻
根，也让国际友人体验了解南宋官窑瓷。”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钱宽

本报讯 近日，交警“铁骑”
护送溺水孩子就医的事情让网友
纷纷点赞，一时传为佳话。

4月17日17时许，萧山交警
大队指挥中心大厅突然响起一阵
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那头传来
焦急的求助声，称邻居家的孩子
发生溺水陷入昏迷，有生命危险，
需要尽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自
己已经驾车带着孩子在赶往区一
医院的路上，请求交警部门协助。

接警后，值班领导立即启动
紧急警情预案，通知距离区一医
院最近的铁骑队员准备接应，同
时通过视频巡查找到求助车辆，
并确定最优路线，对求助车辆进

行灯控协助，开启绿色通道。
求助车辆在沿路灯控的保障

下，以最短的距离快速向区一医
院驶去。

17时06分，铁骑队员在市心
路潘水路口发现求助车辆，便迅
速拉响警笛紧追其后，同时下一
个路口的另一名铁骑队员也加入
到护航的队伍中。两人一前一后
打通急救通道，争分夺秒将溺水
儿童护送至医院。

看到孩子被紧急送进抢救
室，铁骑队员们才放心地离开。

据悉，孩子在玩耍时不小心
落入水中发生溺水，当时情况十
分危急，所幸在交警的帮助下送
医及时，经医生抢救已脱离生命
危险，安全回到了家中。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钱宽

本报讯 幼儿园环境太陌
生，萌娃偷偷溜走想回家找爸爸
妈妈，出了门口就迷路了。幸亏
巡查民警发现了他，将小男孩安
全送回家。

18日上午9时许，交警临浦
执勤中队的执勤人员巡逻至辖区
03东复线路上时，发现一名五六
岁的小男孩在路上边跑边哭，身
边没有大人的陪同。由于路上车
流量比较大，孩子很容易被车辆
碰到，巡查民警喻圹立即下车询
问情况。

喻圹蹲在小男孩身边，一边

安抚他的情绪，一边问他的家庭
住址及父母情况，但没有得到任
何有效信息。喻圹又问孩子是不
是在上幼儿园，小男孩才哭着说，
自己是从幼儿园跑出来的，不想
上学，想回家找爸爸妈妈。

了解情况后，喻圹驾车把小
男孩送回了幼儿园。此时幼儿园
的老师们正焦急地四处寻找，见
到孩子被送回来，悬着的心总算
放了下来，连连向民警道谢。

民警提醒广大家长和看护
人，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看管好
孩子，勿因一时疏忽酿成大祸。
一旦发现孩子走丢或出走，要及
时报警求助。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谢迪

本报讯 萧山小伙小周偷了
女友的车钥匙无证醉驾，如今追
悔莫及：自己被判刑，女友提出分
手，还面临着被保险公司追偿。

原来，一次与老朋友聚会后，
微醺的小周作为东道主坚持开车
送朋友小王回家。

“别闹了，你女朋友管得这么
严，车钥匙你都拿不到，还送什么
啊。”小王打趣道。

“这不小瞧我了吗，等着，分
分钟拿到你面前。”说完，小周便
回家去取车钥匙了。

当时小周还在学车，平时都
是女友小朱开车，明知道自己还
没拿到驾驶证，但为了面子，他趁
小朱熟睡之际拿走了车钥匙……

还没消退的酒劲和一天的操
劳让小周有点昏昏欲睡，送朋友
回到家后，他驾车往回走。开到
北干某路段时，一个不留神，车子
撞上了正在过马路的老人马某。

此时已是深夜，伴随着一声

尖锐的紧急刹车声，马某倒在了
血泊里。小周顿时傻了眼，想到
自己无证酒驾，急匆匆逃离了现
场。两个小时后，他才去交警城
区执勤中队投了案。

经交警部门调查后认定，小
周酒后无证驾驶，遇行人通过人
行横道未停车让行，且在发生交
通事故后逃逸，负事故的全部责
任；马某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无责。

事故发生后，小周因危险驾
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
6000元。女朋友小朱气得提出
了分手，伤者马某也起诉到法院，
要求赔偿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
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
金等19万元。

区法院审理后判决，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马某损失
10万余元，小周赔偿5.5万余元。
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进行了赔偿，
后续仍有追偿权利。接下来，小
周将面临保险公司对他的起诉。

■首席记者 周颖

1990年，党中央、国务

院决定给做出突出贡献的

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发放

政府特殊津贴，入选的都是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

技能人才，条件可谓非常

“苛刻”。

南宋官窑著名研究学

者与制瓷大师，“南宋官窑

瓷烧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叶

国珍，从 1992 年起便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从 18 岁开始，叶国珍

一直“沉迷”在南宋官窑的

世界里，几十年来为南宋官

窑瓷的“复活”、创新和传承

一直未曾停歇。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与我与““国国””的故事的故事⑤⑤

爱国情爱国情··奋斗者奋斗者

叶国珍在潜心工作（资料图片）

小孩溺水 交警“铁骑”紧急送医

萌娃从幼儿园“出走”幸遇民警

偷拿女友车钥匙 无证醉驾惹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