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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胡彦殊 李
欣忆）川商的“朋友圈”越来越大、“点击率”
越来越高、“美誉度”越来越响，川商已成为四
川的一张“高颜值”名片。4月17日在成都举
行的2018川商返乡发展大会上，省委副书
记、省长尹力为广大川商点赞，邀请大家积极
投身家乡高质量发展，表示将创造更优的发
展环境，让大家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
心、生活开心。

尹力在致辞时说，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描绘了新
时代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来川
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四川新时代发展指
明了方向，同时一大批战略机遇叠加，为四川
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川商返乡正逢其时。
期待大家积极投身“三大攻坚战”，在精准脱
贫上更多参与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住房建设、
教育扶贫等项目建设，在污染防治上积极参
与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在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上努力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期待大家积极投身重点工程建设，在全面创
新改革、天府新区建设、天府国际机场和国际
空港新城建设、自贸试验区建设中抢占鳌头、
再创佳绩。期待大家积极投身实体经济发
展，参与电子信息、汽车制造、航空与燃机、军
民融合等重点产业发展，推动实体经济、科技
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从产业链“低
端”向“中高端”迈进，不断延伸产业链，壮大
产业集群，形成“裂变效应”。期待大家积极
投身乡村振兴，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森林康

养、创意农业等新业态，擦亮四川农业大省这
块金字招牌，让更多的“川字号”农产品走向
全国、畅销世界；助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向
世界展现更多中国元素、四川元素，彰显更多
四川文化和历史特色。期待大家积极投身新
经济发展，顺应科技和产业发展大趋势，着力
数字经济、创意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
的培育，在四川打造更多的“独角兽”企业，抢
占高质量发展制高点。

会上，副省长朱鹤新向川商推介返乡发

展新机遇和重点合作领域。全国工商联副主
席、省政协副主席陈放为北方川商返乡创业
发展中心揭牌。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广州川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开庆、
四川力世康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
乙嘉等川商代表交流发言。四川大学李光金
和省社科院李后强分别作主题演讲。

省政府秘书长唐利民主持大会。川商代
表、各市州和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大会。

相关报道链接08版

带动18个乡镇
5000余人就业
在陈云华的博物馆内，陈

列着他40年来创作的各种作
品或复制品。展馆进门处，便
是一系列瓷胎作品。一张竹
制的茶盘上，摆放着数个小茶
杯。每个茶杯的腰身上都有
细如发丝的竹套。茶杯的下
面，还有硬币大小的杯垫。

往前走，便是陈云华制作
的各种书画作品、他自己品牌
的竹制挎包以及各种竹制家
具。墙上还挂着数米长的竹
编山水画作。工作人员介绍，
陈云华创作的《清明上河图》
长达10余米，相机无法进行
整体拍摄，每次拍照只能拍摄
局部。

正是因为这种精湛的技
艺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陈云
华获得了包括中国竹编艺术
大师、青神县竹编协会会长、
中国竹艺城创始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眉山市杰出人士、四川省劳动
模范等诸多殊荣。30多年时
间，他遍访 20 多个国家（地
区），在国内外举办了500多
期培训，两万多学生分布在世
界各地。

2017年7月11日，北京，
在100多位来自国际竹藤组
织、国际竹藤中心的专家、学
者的见证下，国际竹藤组织董
事会联合主席、国际竹藤中心
主任江泽慧将“国际竹编工艺
美术大师”的奖牌颁给了陈云
华，他成为国际竹藤组织成立
20年来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陈云华收获了上亿财富
的和无数荣誉的同时，也不忘
反哺家乡。他告诉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目前，他的
竹编公司还带动周围18个乡
镇 5000 余人就业。一把刀
具、一个凳子、一根竹子，就可
以教农民赚钱，这些农民通过
竹编技艺每年每户可以拿到3
万元以上的收入。而他的园
区内，有300多位正式工人，
这些工人里面，工资最高的已
达到每月10000元，最低的也
有3000元。

“接下来我还要创新其他
的产品，目前我正在创新一款
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产
品，很快就要面世。”陈云华
说，“只有务实才能把事业做
好，而只有创新，才能让事业
有生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刁明康李庆

摄影吴枫忻晓松邓景轩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川商已成四川一张“高颜值”名片
2018川商返乡发展大会召开 北方川商返乡创业发展中心揭牌

1947年出生，眉山市青神县人，国际竹编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竹编艺术大师、青神县竹编协会会长、中国竹艺
城创始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眉山市杰出人士、四川省劳动模范。代表作《中国百帝图》《鹊华
秋色图》《幽远》等竹编精品获国家级博览会金奖。

用一根根竹丝
编出上亿财富

观 芸 芸 众 生 察 纷 扰 世 相

陈云华

4月13日，结束了四川之行的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总理库尔茨从成都启程离开，
与他们同时返程的，还有来自眉山青神的二两竹丝——名为《融》的瓷胎竹编。

而就在最近一个月内，泰国公主诗琳通、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也相继收到了代
表四川竹文化的“土特产”：青神竹编。

这些“国礼”，均出自眉山市青神县几位竹编大师之手。陈云华就是其中一位。
改革开放40年来，青神“农民”陈云华用一根根细如毛发的竹丝，创造了上亿财

富，经他手的竹制品，从硬币大小的茶垫，到十米长宽的山水壁画；从几元钱一个的生
活工具，到拍卖价360万的工艺品……无不创造着纪录和奇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日前走进青神县，对陈云华进行了专访。

伴随着竹艺城的建成和作品不断创
新，一张张订单从海内外飞了过来，陈云
华成为了青神竹编的代言人和青神竹旅
文化公司的老总。

然而，谁曾想到，他曾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农民，学竹编，也是因为吃不饱饭。

1947年，陈云华出生在青神县南城
乡兰沟村。小时候的他，每天跟着爷爷
出门做竹编，只为换上一口杂粮饭吃。
幼小的陈云华就这样耳濡目染，竟然学
会了起竹篾、刮青、编人字边等技术。

初中毕业后，陈云华辍学回家，白天
跟村民一起干活，晚上就点着煤油灯帮
村民编竹制工具。

一天傍晚，奶奶提着的暖水瓶不小
心打碎了，陈云华想，何不编一个竹套来
做保护。于是，当晚他就编出一个暖水
瓶套，并且很实用。此后多年，陈云华靠
卖水瓶套和其他生活用具，带领村民给
村里买回三台拖拉机。

1984年，陈云华在青神开办了首期
竹编培训班，主要教学生编竹扇，几天时
间就来了120人报名。

由于爱好摄影，陈云华想，何不在扇

叶上面编各式各样的图案。再一想，既
然能编图案，为何不能直接编些书画作
品呢？于是开始尝试。

几个月之后，他的第一幅竹编书法作
品“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出炉。从
此，陈云华一发不可收拾，山水风景、古诗
词、人物画像……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创作
和创新后，展现在众人眼前。随之而来
的，还有一份份订购合同。自此，他的作
品逐渐从国内走上国际舞台，小到几十
元，贵到几十上百万元的作品，一次又一
次地创造着竹编界的纪录和奇迹。

2008 年，陈云华创作的竹编作品
《中华情》，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拍卖会
上，以360万元的价格成交，陈云华把拍
卖所得全部捐给了灾区；而他的《清明上
河图》被中国台湾一个老板收购，单幅作
品便卖出了106万元人民币……

陈云华告诉记者，他打造的这座竹编
艺术城占地50余亩，前前后后已投入超过
2亿多元，“没有找银行贷过一分款。”

而青神竹编，在他的带领下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青神“农民”陈云华

一门一门
手艺手艺 老外花48000美元买走《百帝图》

走进位于青神县南城乡的中国竹艺
城，迎面而来的是一片随风起舞的竹
林。一幢周身蓝灰相间、造型为竹笋的
建筑耸立在竹林间。这便是陈云华的中
国竹编艺术博物馆。

4月13日这天，尽管天空阴郁，温度
陡然下降，但来竹艺城参观的人还是一
拨接一拨。

博物馆隔壁的湖水边上，建着一个
小凉亭。陈云华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里的竹椅、竹桌和清茶，都是陈总用以
接待日常咨询的竹编爱好者的。

正说着，门外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
“欢迎欢迎！”准备出门办事的陈云华听
说有媒体记者要来采访，又返了回来。

刚跨进凉亭，陈云华远远便把手伸
了过来，一件宽松的浅色T恤配搭上匀
称的身材，让人难以想象，眼前这位已是
年过七旬的老人。

一落座，陈云华便招呼工作人员上
茶。“我喜欢喝茶，平常没事的时候，我就
坐在这个地方品茶，思考一些没有做过的
产品。”陈云华说。

提起亲手打造“中国竹艺城”，陈云
华笑着说，那是一幅《百帝图》换来的。

1991年，陈云华随四川省文化馆，
到中国台湾参加一个民间艺术展览。当
时他带了多件作品，其中一件便是《百帝
图》。这幅经过半年制作，长90厘米、宽
26厘米的《百帝图》，在展览上被一位美
国商人看中。由于语言不通，美国商人
直接掏出计算器，让陈云华按下价格。

“我当时心想，这幅作品花了很多心
血，于是按下了48000，想着再怎么样，
也要卖个4万8吧。”陈云华说，老外看到
这个数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拿着计
算器就离开了。他以为自己把价格定高
了。没想到，十多分钟后，这位美国商人
回来了，他把一个箱式拉链包打开放在
柜台上，里面放着48000美元。这笔钱，
在当时可兑换25万元人民币。

拿着这笔钱回到青神后，陈云华有
了要把青神竹编做大做强，还要带动周
边群众发家致富的想法。于是，他开始
着手筹建中国竹艺城。3年后的1994年
10月，中国竹艺城正式对外开放。

一个一个
事业事业 40年时间从农民到资产过亿

一幅小小的青神竹编工艺品，为何能
卖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价格？青神竹编
为何能成为四川省的外事礼物？

日前，记者专程赶到眉山市青神县，邀请
代表中国竹编工艺最高水准的国际竹编工艺
美术大师陈云华、竹编状元殷超以及竹编大
师张德明进行解读。

陈云华告诉记者，一幅竹编工艺品的
成品，需经过选竹、锯竹、刮青、去黄、分层、
晾晒、刮薄、三防处理、染色、开丝、编织、整
理、装裱等十余道工序，最后才能让一根根
细如发丝的竹丝，变为一幅薄如蝉翼的作
品。这是其工序上的繁琐。其次，是一部
作品需要将竹编的艺术性、观赏性和实用
性融于一体，将传统的手工艺、竹篾特质与
文化美术进行完美结合。

据陈云华介绍，他创作的《清明上河图》
被中国台湾商人以106万元的价格买走，最
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方看中了该作品精湛的
竹编工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

竹编状元殷超与4位徒弟历经4年创作
的《五百罗汉图卷》，系世界上唯一一部长宽
达到最大、最具古色古香、500个人物各具姿
态和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作品。这部作品
被人喊价860万元，但殷超并未出售。

竹编大师张德明创作的人物山水、花鸟
虫鱼等精美艺术品也为人称道，他在创作这些
作品的同时，还加入了各种时尚的元素。他常
年与爱马仕品牌合作，为对方提供竹编瓷胎作
品。据他介绍，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费翰思曾
经在看了他的藤编作品后，写下一句话：“你创
造了无与伦比的艺术品。”

一份
贡献

人物名片

青神竹编
为何贵比黄金？

揭/秘
陈云华给孩子们讲解竹编艺术。

陈云华的竹编博物馆。

陈云华给外国友人演示竹编技艺。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国家统计局
17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1987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志宏在当日举
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今年以来，国民经济
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质量效益不断提升，经济运行开局良好。

生产方面，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8%，增速比1至2月份
回落0.4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全国服
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1%，增速比1至2
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0.2
个百分点。需求方面，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7.5%，增速比1至2月份回落
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

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8%实现良好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