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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世珍品国内展览
“When Elegance Meets Art雅艺之

美”梵克雅宝典藏臻品回顾展，于2018年4
月21日至8月5日期间，在北京今日美术
馆精彩呈现，展现世家杰作的诗意情趣与
雅致韵味。

这次展览展出的360余件高级珠宝作
品，不仅囊括梵克雅宝的典藏臻品，还有从
私人藏家处借展的艺术臻品，更是有很多
展品第一次来到中国，其中不乏迄今尚未
公开展出过的稀世之作。无论你是行业专
家还是珠宝爱好者，这绝对是一次享受高级
珠宝的惊世之美的视觉盛宴。展品按年代
顺序陈列，精心甄选的高级珠宝、珠宝以及
时装配饰是Van Cleef & Arpels梵克雅宝
风格演化历程的最佳见证。百年世家的创
新技艺为世家史册增添华彩，这些世家珍宝
由有“黄金之手”之称的梵克雅宝工艺大师
代代传承。正是这些独门技艺，结合丰富的
想象力与多彩的灵感之源，缔造出世家源
源不断的传世之作。

跨世纪的优雅与艺术的邂逅
——Van Cleef & Arpels梵克雅宝典藏臻品回顾展
这是一场充满惊喜的珠宝臻品之旅，伴随时间的流逝，你将在梦幻般的空间中，探索“梵克雅宝的

诗意世界”。你将畅游在不同年代的珠宝臻品中，感受风格与创意碰撞出的火花，享受寂静如梦的沉
浸式观展体验，近距离领略有着“黄金之手”之称的世家珠宝工艺大师的精湛工艺。

享沉浸式观展体验
此回顾展于2012年在巴黎装饰艺术博

物馆初次展出，现首次来华。精心设计的布
景以水墨丹青中层峦叠嶂的中华大地为灵
感，营造出梦幻般的空间体验。神秘魅惑的
展览布景引领观展者一探梵克雅宝的迷人
世界。逾360件艺术臻品按照年代顺序进
行陈列。从1910-1930年的珠宝臻品开
始，观展者如同踏上一场充满惊喜的时光之
旅。

小型陈列廊内采用灰色与青瓷绿色装
饰，氛围舒缓愉悦。继续移步向前，便会沉
浸于中型陈列廊的光影之美中。这个展厅
内放置了造型各异的展柜，展示了自1940
年至2016年的作品。几乎透明的展柜仿佛
沉浸于周围环境，烘托出展出的珠宝臻品大
气典雅的魅力。继续向前，便可进入最为宏
大的展厅，这个展厅拥有展馆最高的挑空空
间，悬于空中的垂丝如迷离的薄雾，将件件
典藏臻品在影影绰绰间逐一展现。

Dragon 胸针
1969年
黄K金、珊瑚、祖母绿
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宝

典藏
这枚创作于1969年的龙型胸针

旨在致敬这一传说中的东方神物，作
品生动再现祥龙戏珠的这一传神的
玄幻景象。鳞片状的狭长龙身由黄K
金打造，凸圆型切割祖母绿装饰双
眼，两爪间的戏珠则由珊瑚雕刻而
成，成为胸针的点睛之笔。

Sequined Dancer 胸针
1953年
黄K金、钻石、红宝石
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宝

典藏
1940年，梵克雅宝在纽约打造了

首批芭蕾舞伶胸针。1942年，位于巴
黎的工作室向经典致敬，继续创作芭
蕾舞伶胸针。这枚诞生于1953年的
胸针以黄K金珠片装点舞者的华美
芭蕾裙摆，并镶嵌红宝石，凸显舞者
的曼妙舞姿。

Zip 项链
1951年
黄K金，铂金，钻石
Van Cleef & Arpels梵克雅宝

典藏
Zip项链作为世家最负盛名的

经典设计之一，创作灵感始于1938
年。据传，温莎公爵夫人（Duchess
of Windsor）曾建议梵克雅宝时任
艺 术 总 监 芮 妮·皮 森 特 (Ren e
Puissant)以拉链为原型创作一款
珠宝作品。1950年，凝聚世家工坊
极大耐心与韧性的首款 Zip 拉链
项链横空出世。钻石镶嵌铂金与
白 K 金铸就项链雅致风韵，可调
节设计则赋予项链两种截然不同
的佩戴方式：拉开时可作为华丽
项链佩戴，而合拢后则可化作精
美手镯。

é

Peony 胸针
1937年
黄K金、铂金、钻石、隐密式镶

嵌、隐密式镶嵌红宝石 原为埃及法伊
莎公主殿下所珍藏

Van Cleef & Arpels梵克雅宝
典藏

Peony胸针是凝聚20世纪30
年代梵克雅宝匠心艺术的大成之
作。这款作品镶嵌有长方型切
割钻石、圆形钻石以及 640 颗运
用隐密式镶嵌工艺的方形缅甸
红 宝 石 。 隐 密 式 镶 嵌 工 艺 是
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宝原
创标志性工艺，于1933年获得专
利。这件臻品最初的设计是一对双
花胸针，原为埃及法伊莎（Faiza）公
主殿下所珍藏。

不可错过的甄选作品

6月21日，2018年国家社科基
金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的
立项名单公布，四川大学共有68个申
请人成功拿下项目。

从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平衡性充
分性发展的法律问题研究、移动互联
背景下中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与
治理策略研究，到新中国西南地区的
铁路交通与城市发展研究等，68个人
研究的领域涉及法学、管理学、中国历
史等20个学科。作为这些项目的领头
人，68个申请人不管老少，无论关心
什么，他们都有相同的标签：“川大教
师”“学术人才”。这些标签的叠加，
成就了他们在社科研究领域的事业。

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
关键问题在于人才

青年教师励轩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打印材料与
记者见面，上面罗列了他心中四川大学的“好”。
题为“近40年美国西藏政策研究”的项目，让励轩
拿到了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对年仅
33岁的他来说，其含金量不言而喻。

“我之前几年一直关注这个主题，并做了前期
工作，包括翻译和整理相关档案，搜集了一批与之
相关的外文书籍，也有几篇CSSCI论文发表，所以
今年尝试申请一下。”励轩计划利用这次项目资助
把前期没有深入的研究继续深入，同时也拓展更
宽的领域。

“川大这个平台对我的成长，包括这个项目的
申请帮助很大。”他直言，川大的沃土成就了自己
的立项成果。作为一个蓉漂，励轩与四川的缘分
始于2016年。那年2月，带着川大入职通知，浙
江人励轩第一次来到成都。“记得那时北京很冷，

但成都挺暖和，从北京到成都，反差特别大，我还
穿着很厚的衣服。”回想与成都初次见面的“热
情”，冥冥之中开了个好头。

彼时，励轩在北京完成了博士学业，并在美国
有6年的博士后经历。“到这里来，是因为川大很
有诚意聘请我。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这里也有
条件。”励轩记得，他在川大的面试通过电脑视频
进行，校方开出丰厚条件，使他以特聘副研究员身
份上任。“学校给我三年聘期的特聘副研究员待
遇，需要承担的上课任务较少，我可以有更多时间
做研究。”

从2016年2月至今，励轩在川大任职期间，
已发表6篇CSSCI论文，还有十几篇决策咨询报
告获得省部级以上采纳，他直言，“因为有这些前
期成果，这次成功申报项目的概率就大一些。”励
轩觉得，虽是只身前来，但在川大的学术天地里，
自己却从不感到孤单，“这里有很多聊得来的同
事，做相同领域的研究。”

实际上，川大内部早有共识，人才是科研实力
的核心要素。2018年3月，党委书记王建国、校长
李言荣院士就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召开一系列
调研座谈会，当时就有结论，认为繁荣发展人文社
会科学关键问题在于人才。四川大学分管文科的
副校长晏世经教授总结：“坚持遵循哲学社会科学
的发展规律，充分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创造
性劳动。”

“人才专席”专职发邮件
邀请顶级华人专家

拿到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杨永忠也是川大引
进的人才，2010年以“学科带头人”回到母校。41
岁的四川人杨永忠毕业于川大，时任福州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是管理学领域突出的中年教师。
杨永忠回忆，川大在与自己接触过程中了解到，其
夫人原本在福州大学工作，如果来成都需重新找
工作。“学校主动提出，可以在川大商学院安排岗
位，并且提供江安校区的住房。”杨永忠清楚记得，
从第一次接触到办好所有手续入职，总共花了不
到三个月。

6月8日，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带队，先
后到英国、德国举行“2018年度四川大学海外推
介会”，希望吸引40岁以下，在相关学科领域取得
一定成绩或者具有发展潜力的海内外优秀青年人
才。求贤如渴的诚意装在丰厚的待遇中，每年薪
酬不低于40万，另享受高水平科研奖励，国家提
供50万元生活补助，学校还提供35万元至80万

元购房补贴以及安家费等等。
从2017年末至今，四川大学已在校内召开三

次熊猫人才招募大会。相关负责人解释，“熊猫人
才”意味着川大会像保护熊猫一样对待人才。同
时，去年四川大学启动了“国家领军人才培育项
目”和“青年杰出人才培育项目”，首批入选领军人
才培育项目的4名学者分别可得到4年共计80万
元的科研经费，用于科学研究、召开高质量的学术
会议、加强调研工作，以及出版专著等。

四川大学人事处还设立了“人才专席”，工作
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写信、发邮件——凡是在《自
然》《科学》这类世界顶级杂志以及子刊上发表了
论文的华人作者，都是人才专席的“目标”。也就
是说，他们担当川大的“猎头”，专门“挖”全球人
才。一位人才专席告诉记者，有时为引进一名专
家学者，会与对方往来上百封邮件。

四川大学魏于全院士通过邮件的方式，成功
为四川大学重点生物实验室“吸引”来100多名

“青年千人”。由于在人才引进方面的特殊贡献，
他获得四川大学首届“伯乐奖”。

每个教师的积极作为，已成为他们回馈厚爱
的最好表达。杨永忠此次申报的《文化创意的价值
管理研究》取得重点项目立项，在未来三年时间，国
家将为他提供35万元专项研究经费。他告诉记
者，申报的科研项目来源于他对青铜的思考。如果
把青铜这样神圣宏大的物体做成一把椅子，该值多
少钱？椅子的价格，符号的价格，体验的价格都随
之出现。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创意的价格？杨
忠永就是要回答青铜椅子值多少钱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就是帮助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建
立信息对称的渠道，通过研究揭示出物品的价值，
告诉消费者更多的信息，从而帮助他在买与不买
之间做出决策。”杨永忠说，他主张理论研究既要
顶天，实践方面又要立地。一定要以问题为导向
进行研究。“我要做的就是把文化资源变成文化资
本，把文化变成创意，转化成产品，从而实现商业
化。”

他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比作学术创业，总结为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中国学者立足中
华文化的自觉选择，是中国学者在全球视野下的
一种本土情怀。这种本土情怀，推动他坚持不懈
打造“本地招牌”——2015年起，四川大学开创的
国内第一个依托商学院、着力培养文化创意管理
领域领军人才、着力解决文化创意企业管理前沿
问题的“文化创意管理”博士专业，正式面向全社
会招生。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创业经济博士生培养
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寰 李媛莉

68个申请项目成功进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
川大为什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