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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昨天，2019江
苏烹协总厨联盟“名厨”“名菜”
邀请赛在镇江举办，来自全省
各地的70位名厨齐聚镇江，170
余道菜肴展现经典“江苏味
道”。

江苏省烹饪协会总厨联盟
委员会秘书长李鸿玉介绍，江
苏菜历史悠久，品类丰富，经过
代代传承、弘扬与发展，江苏各
地经典名菜、名宴已成为当今
餐饮业的核心竞争力及展现江
苏饮食文化的重要标志。举办
此次“名厨”“名菜”邀请赛就是
为了进一步促进江苏各地域特
色菜肴的交流与发展，同时展
示江苏菜的整体形象。活动分
为江苏地域特色风味菜比赛、
中式面点比赛、江苏地域主题
名宴展示、精湛厨艺绝活表演
等多个环节。“希望通过这样的
活动为厨师尤其是年轻厨师提
供一个成为‘明星厨师’的平
台，同时不断挖掘和丰富江苏

菜的特色、内涵。”
扬中河豚、百花酒焖肉、

玉兔虾排、捞汁风味银鱼……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比赛的
菜肴既不乏江苏传统名菜，也
有不少融合了其他地区风味的
创新菜。尤其是团体赛的“江
苏地域主题名宴展示”，镇江
锦尚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镇
江金陵风景城邦大酒店等三家
餐饮企业推出的“三国宴”

“长山名宴”“乾隆御宴”都极
具本地特色，可谓创意与口味
兼备，“颜值”与“内涵”都
在线。

锦尚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出品总监马淋惠介绍，镇江是
历史文化名城，和三国时的众
多人物、故事都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镇江也有很多厨师根据
三国故事创作出了不少别具一
格的菜肴。锦尚花餐饮有限公
司根据这些菜肴，整理出一套
共 12 道菜的“三国宴”，“这 12

道菜大多为淮扬菜，也加入了
一些全国各地的‘金牌菜肴’，
从菜名到摆盘都尽量融入了三
国元素，比如这道‘北固胜境’，
有山、有亭、有桥，可算是北固
山水的写意，‘鼎足三分’是由
青豆泥、南瓜泥、紫薯泥做成，
此外还有‘张飞醉卧’‘草船借
箭’‘舌战群儒’等，每一道菜都
是一个故事。“

镇江餐饮协会会长吴荣生
表示，这几年，镇江餐饮市场消
费需求变化较快，给传统餐饮
行业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适
应现代消费者喜好，餐饮行业
在积极调整。此次活动给年轻
厨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
台。从参赛厨师年龄结构来
看，大多都是20多岁、30多岁的
年轻厨师，这些选手在传承镇
江传统名菜的同时，在色彩搭
配、盛器、烹调工艺方面也更具
创意。

（朱秋霞）

“名厨”“名菜”齐聚镇江展现经典“江苏味道”

京江晚报讯 2 日迎来了
2019年新学期。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了以“一线连千
里 共织跨国情”为主题的毛线
编艺活动，专门邀请镇江民间
艺人走进大学校园课堂，进行
现场教学与指导。这一活动，
让同学们特别是来自老挝、巴
基斯坦等国的留学生们，感受
到中华传统民间技艺的独特魅

力。
活动中，来自句容民间的

毛线立体编织技艺高手温震
旦、张延梅，向大家介绍了毛线
立体编艺的基本知识、编艺技
巧，以及编艺过程中的注意事
项，并对该校的创新毛线立体
编艺传承团成员创作的作品，
进行了一一点评。

接着，传承团成员们向留

学生们展示了暑期制作的作
品，并介绍了自己的创意，其
中，有十二生肖、百花齐放、瓜
果蔬菜等系列。作品精美、形
态逼真、惟妙惟肖，令留学生们
赞叹不已，并对毛线立体编艺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场，留
学生们与社团成员一一组队，
一起学习编艺。

（董慧 杨志国 朱美娜）

新学期民间艺人走进校园课堂

京江晚报讯 随着传统的
中秋佳节临近，这两天，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正在
紧锣密鼓地筹备中秋特别节目

《中秋大会》。3 日下午，进行节
目录制，来自句容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秦淮灯彩传承人陈
柏华应邀参加，并带来精心制作
的秦淮花灯扮靓舞台现场。

据了解，为了展现中秋的民
俗文化和节日氛围，今年央视综
艺频道《中秋大会》节目中设置
了“中秋游园会”互动环节。这

一环节特地从全国选出四组有
地方特色的花灯，布置在晚会现
场。

由于秦淮花灯历史悠久、影
响广泛，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鲜明
的地方特色和艺术特色，作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彩
传承人陈柏华，此次特地带来了

“金鸡报晓、嫦娥奔月、荷花鱼
灯”等一系列精美绝伦的花灯。
不仅展示秦淮灯彩的魅力和精
湛的手艺，还将参与节目的互
动。 （杨志国 朱美娜）

京江晚报讯 为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扎实开展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全面建立
健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
系，近日，京口区开展了第二批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评
选。

评选中，专家们按照评审程
序，认真审查各项目申报资料，
把成熟性、特色性、代表性作为

甄别筛选项目的主要依据，逐一
对申报项目是否具有地域独特
性、历史传承性和文化价值珍贵
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
修改完善意见。此次评审的非遗
项目共有 6 项，3 个类别。经过
专家们认真评审论证，最终确定
第二批区级非遗推荐项目共 5
项。

（竺捷）

京口开展非遗项目评选

京江晚报讯 日前，加拿
大黄俊雄（Harry J.Huang）博士
英译巨著《新编中国小小说选
集》三部曲问世。据了解，该书
由 加 拿 大 多 伦 多 Bestview
scholars Publishing（卓识学者出
版社）正式出版，由亚马逊(Am⁃
azon.com)通过国际网向全世界
发行销售，王娟瑢女士的两篇
小小说入编其中。

王娟瑢女士是中国作协会
员、京口区作协副主席，她的两
篇小小说，入编该巨著三部曲
中的第二部《新编中国小小说
选集——讽刺、爱情与婚姻》。
这是京口区作家的文学作品首
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据王娟瑢介绍，这次入选

的小小说，一篇是《讨厌的弟
弟》，讲述了一位传承中华传统
道德的可爱少年故事；另一篇
为《皇冠轿车标牌》，虚构了一
个爱占小便宜的土豪暴发户，
却是一个十足法盲的可笑形
象。

该书三部曲由加拿大英语
教授、英文小小说作家、独立汉
英翻译家黄俊雄，两次公开征
稿 产 生 。 公 开 征 稿 一 次 是
2002—2003 年 ，还 有 一 次 是
2017 年至 2018 年，先后两次在
中国公开征稿，共收到2万多篇
作品，从中精挑细选出179位作
家（作者）的294篇小小说（含论
文），一丝不苟翻译成英文作
品。被选中的作品，创作手法

独特，篇幅虽短，却能撼动读
者。

据了解，王娟瑢多年坚持
文学创作，成果颇丰，先后由省
级以上出版社出版长篇和中篇
小说集、报告文学散文集、精短
微型小说集7部，电影文学剧本
1部，作品入编书籍的有 26本，
数十篇文学作品在全国和省级
报刊、文学大赛中获奖。
（孙逸飞 梅永生 朱美娜）

京口区作家小小说首次走出国门

王娟瑢作品入选《新编中国小小说选集》

京江晚报讯 近日，从中国美
协传来捷报，我市 8 位画家作品
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创历史最好水平。

全国美术作品展由文化和旅
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
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是国家
级的权威性、综合性大展，每 5年
举办一次，既是全国美术创作成
果和美术综合实力的重要展示，
也是对全国美术工作的一次大检

阅。
我市今年入选的作品有郭春

海、徐银东、朱鹏举创作的版画，
陈天、林超英创作的油画，常卫平
创作的水彩水粉画，吕冰、杨华创
作的漆画。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朱
鹏举介绍，本届全国美展，我市不
仅入选作品最多，入选画种也是
最多的一次，是我市美术团队创
作综合实力的体现。

（马彦如）

我市8件作品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创历史最好水平

京江晚报讯 近日，市科
技局会同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扬中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苏
镇安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江苏
道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相关人
员，赴国家交通运输部天津水
运 工 程 科 学 院（下 称“ 天 科
院”），推进该院与镇江市政府
签订的《全面合作协议》。

会上，市科技局海工船舶
产业项目招商工作领导小组介

绍了此行的目的，江苏镇安电
力设备有限公司、扬中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江苏道博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分别就

《全面合作协议》中提及的双方
共建长江经济带内河航道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实验室、中国港
口岸电检测技术研究中心等事
项汇报了镇江方面的相关工作
进展，并了解了天科院方面的
相关工作进展。

双方商定，将进一步加快
港口岸电检测技术、港口环保
监测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内
河航道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实验
室的筹备建设，积极申报国家
交通运输部绿色港口科技示范
项目，力争 2020 年在镇江召开
全国绿色港口现场观摩会。

天科院副院长赵洪波参加
会议。

（郑淇元 杨泠）

我市与天科院合作推进会举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秦淮灯彩“扮靓”
央视综艺频道《中秋大会》

陈柏华 杨志国 辛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