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获得创造力并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成功 

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课程日期：2018 年 7 月 9 日-14 日， 10:00-20:00 

课程模式：全日制（高强度） 

费用： 600 英镑 / 提前预订优惠价格（截止至 5 月 15 日）：550 英镑 

报名方式：请发送报名/咨询意愿和个人简历至邮箱 
vandacreativity@madeinchinauk.com 

为时一周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沉浸式体验将为您带来 

作为我们独家课程的一员，您将在一周的时间里与其他中国学生及青年职场人士一道体

验世界最佳艺术设计博物馆的非凡魅力。本课程由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为具有全

球化背景的中国青年量身打造。 

上午的课程中，您将有机会与英国最知名的创意人士见面交流——其中包括特纳奖

(Turner Prize)得主艺术家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全英最知名的心理治疗师苏西·

奥巴赫（Susie Orbach，她将帮助您解锁个人创造力），曾出演第一部《哈利·波特》系

列电影的演员菲欧娜·肖（Fiona Shaw），获得全球性成功的媒体制作人亚历克斯-格瑞姆

（Alex Graham，他创立的公司被美国华纳兄弟收购），多次获奖的数字营销机构首席

执行官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以及奥美上海创意总监格雷厄姆·芬克

（Graham Fink）等等。 

上午的课程将涉及以下主题：解锁个人创造力；团队创造力；创意开发与推广；投资与

创意以及创意商机等。 

下午的课程中，您将有机会走进伦敦诸多著名创意机构的幕后，与其核心负责人亲密互

动——其中包括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萨奇画廊（Saatchi Gallery）,皇家艺术

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英国广播公

司（BBC），以及《壁纸*》杂志（Wallpaper* Magazine）等等。 

晚间，您将受邀出席各大画廊与拍卖行举办的招待会与私人酒会，与诸多画廊主及艺术

家亲密交谈。 

周六的时候，您将奔赴被 GQ 杂志评为“英国最酷小镇”的马盖特（Margate）进行一

次激动人心的旅行。在那里，您可以了解到一个乡下小镇如何通过发展博物馆、画廊、

零售业和主题公园等创意产业得以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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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课程中，您将收获： 

·我们都渴望并亟需获得创造力。解锁个人创造力是获得美满人生的重要途径。随着中

国逐渐开展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出色的创意能力已成为职场竞争

的重要筹码； 

·您将获得一份由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颁发的课程结业证书，令您的简历和职场

履历更加与众不同； 

·出色的课程参与者将会获得一份由菲利普·多德先生亲自撰写的推荐信。多德先生曾被

《第一财经日报》评为全球顶级思想者之一，并因其跨越中欧的工作履历而被称作

“富有远见的英国人”，他还曾被美国《艺术与拍卖》杂志评为百位顶级艺术创新家

之一。多德先生是本课程的两位发起人之一； 

·与精英青年职场人士以及优秀中国学生的独家社交机会。通过课程为您的职场发展建

立遍布中国和全世界的人际网络； 

·与艾瑞卡·寇斯塔玛奈（Enrica Costamagna）女士交流接触的机会。寇斯塔玛奈女士

长期于中国和伦敦两地从事创意行业的工作。她曾在广州生活四年，流利掌握包括中

文在内的五种语言。寇斯塔玛奈女士是本课程的另一位发起人，她将陪伴您完成一周

的课程。 

上午的课程中，您将见到： 

肖恩·威尔顿（Sean Wilton）,英国演员，长期活跃

于话剧舞台与电影电视荧幕。威尔顿同时也是一位

创意培训项目的专家，他的课程风格风趣幽默、充

满互动性，深受学员，尤其是中国学生的喜爱。在

课程第一天开启时，您将与威尔顿进行一小时的互

动，以此卸下心理包袱，激发自身灵感，为课程的

开始做准备。 



苏西·奥巴赫（Susie Orbach），英国最出色的

心理理疗师之一。奥巴赫是多部畅销书籍的作者，

其最著名的作品《肥胖是个女权问题》在多家书

籍销售榜上收获冠军。她将带领您内窥自我潜力，

激发心灵深层的创意活力。 

菲欧娜·肖（Fiona Shaw），英国知名演员兼导演，曾

两次获得劳伦斯·奥利弗奖的“最佳女演员”奖项。她曾

导演了多部歌剧和舞台剧，并因在电影《哈利波特》中

饰演德思丽太太（Mrs Dursley）而广为人知。 

格雷厄姆·芬克（Graham Fink），奥美上海

的创意总监，领导着中国首屈一指的广告公

司。

他为奥美上海赢得了该司的第一座戛纳电影

节评审团大奖。与此同时，他还非常善于发

现人才，经他一手提拔的创意人才包括广为

人知的中国可口可乐广告的导演。 

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英国极具

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每日邮报》评选其

为“英国文化中最具权力的 100人”之一。

他曾在包括大英博物馆和蛇形画廊在内的多

家大型美术馆和画廊举办个展，其作品在日

本等多个国家享有国际声誉。佩里还曾参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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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档热播的 4频道英国电视节目。 

照片版权归属于理查德·安塞特（Richard Ansett） 

尼尔·坦南特（Neil Tennant），全球知名乐队“宠物店

男孩”（Pet Shop Boys）的主唱兼词曲作者。“宠物店男

孩”在全球坐拥超过 5000万张唱片销量，被“吉尼斯世界

纪录”列为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双人合唱组。 

伊恩·列文斯通（Ian Livingstone），英国

数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曾是

游戏行业巨头 Eido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出

版发行了多部畅销游戏，包括《古墓丽影》

等。他还是国际游戏公司“游戏车间”

（Games Workshop）的创始人。 

亚历克斯-格瑞姆（Alex Graham），原 Wall to Wall 

Television 的创始人和前任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后被美国

华纳兄弟以 2000 万英镑成功收购。其公司制作的纪录片

《走钢丝的人》曾获得奥斯卡奖“最佳纪录长片”奖。  



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数字营销机构

AKQA的联合创始人和前任创意总监，该公司与多家

知名企业如微软（Microsoft）、耐克（Nike）等有密

切合作。希尔顿现为多次获奖的设计公司 Native的

联合设计总监，该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宾利

（Bentley Cars）和惠普（HP Computing）等。 

下午的课程中，您将前往： 

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坐拥来自世界五大洲的超过 800

万件藏品，大英博物馆拥有全世界

最大规模、最具综合性质的馆藏之

一。 

在大英博物馆，您将与罗德里

克·布坎南（Roderick Buchanan）

先生见面。布坎南先生是实现大英

博物馆商业与文化结合的主要人物，他目前担任博物馆商店与商业运营部门的负责人。 

奥美（Ogilvy） 

作为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 WPP的

重要组成部分，奥美为世界带来了

诸多最具创意、最经典的广告。 

在奥美，您将见到奥美伦敦的创意

总监，与其展开面对面互动和对话。 

萨奇画廊（Saatchi Gallery） 

https://www.google.co.u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k2_fSmJbZAhVCNxQKHW_MBSMQjRwIBw&url=https://twitter.com/JamesHiltonEsq/status/826167854017949696&psig=AOvVaw3yMqAwI2nRI-xpiVyzWSSV&ust=1518174969844146
http://www.google.co.u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V8fnYmpbZAhXGWBQKHTKNBu0QjRwIBw&url=http://gerbenfineart.com/ogilvy-advertising&psig=AOvVaw0AN8F_5o-Uc8cTU6LMc6c3&ust=1518175514568910
https://www.google.co.u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w5O-AmpbZAhUKPBQKHQLXBsoQjRwIBw&url=https://www.lonelyplanet.com/england/london/attractions/british-museum/a/poi-sig/370373/358914&psig=AOvVaw0wYEYkvd5BfoS0zt2KZHoq&ust=1518175306560203
https://www.google.co.u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99PnHm5bZAhWJWBQKHf-MALwQjRwIBw&url=https://www.tripadvisor.co.uk/Attraction_Review-g186338-d601169-Reviews-Saatchi_Gallery-London_England.html&psig=AOvVaw1TAMKVsPCh3O5a0a94n8P-&ust=1518175750510171


萨奇画廊是一家不接受任何公共资助的艺术博物馆。凭借其出色的商业运作，萨奇画

廊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最具影响力的美术馆之一。 

在萨奇画廊，您将见到画廊首席执行官奈杰尔·赫斯特（Nigel Hurst）先生。他将与您

分享画廊可持续发展的秘密。 

惠康博物馆-惠康基金会

（Wellcome Collection – 

Wellcome Trust）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医疗慈善机构

之一，惠康将科技与艺术融合，

为公众带来最为新颖的展览。 

在惠康，您将见到惠康博物馆的

总监，以及惠康基金会的高级执

行官之一。他们将与您一同探讨创造力、艺术与科技间的关系与魅力。 

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

坐落于伦敦市中心的皮卡迪利区，皇家

艺术学院是伦敦最为古老的私人艺术博

物馆，也是最美丽的博物馆之一。在这

里，您将见到威尔·达利摩尔（Will 

Dallimore），皇家艺术学院取得全球声

誉和数字品牌化的幕后推手。 

BBC 广播大楼 

作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广播电视

机构之一，BBC拥有驰名世界的

媒体品牌，其门户网站的访问量

在全世界排名第二。 

在这里，您将与多位 BBC内部具

有影响力的人士展开对谈，并参

加由其带领的 BBC 广播大楼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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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艺术与

设计博物馆。 在这里，您

将走进博物馆的幕后，并与

博物馆品牌授权及策展部门

的高管进行交流。 

巴比肯中心（Barbican Centre） 

坐落于伦敦金融城的中心，巴比肯中心是

英国最知名的文化艺术场所之一，常年为

公众推出高质量的戏剧、音乐演出及视觉

艺术和设计展览。 

在巴比肯中心，您将与中心的高级执行官

见面。他负责策划巴比肯的国际展览项目，

并见证了该项目在北京的开幕。 

《壁纸*》杂志（Wallpaper* Magazine） 

全球最出色的设计与时尚生活杂志。2015年，《壁纸*》

杂志推出了其创新性的在线电子商务平台——壁纸商店

（Wallpaper STORE），使读者能够在线上购买由杂志社

精心挑选的各类产品。《每日邮报》称此商店为“室内设

计的 Net-a-Porter”（Net-a-Porter为欧美在线奢侈品零

售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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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您将受邀来到一些伦敦最重要的艺术空间，饮酒交际，

与业内人士共进晚餐： 

本·布朗纯艺画廊（Ben Brown Fine 

Arts） 

旗下画廊分别位于伦敦和香港（位于久负

盛名的毕打行大楼） 

画廊代理的主要艺术家包括坎迪达·霍弗

尔（Candida Hofer），2018年索尼世界

摄影大赛（Sony World Photography 

Award）“杰出贡献奖”得主。 

里森画廊(Lisson Gallery)

里森画廊是位于伦敦和纽约的具有悠

久历史的知名画廊。画廊代理的主要

艺术家包括阿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和刘小东。 

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 

位于海德公园的蛇形画廊是伦敦最重

要的画廊之一。在您前往蛇形画廊酒

会之际，其著名的蛇形亭将开放，您

可以在其中饮酒交谈，放松身心。今

年早些时候，蛇形画廊也将在北京王

府井开设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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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游历小镇马盖特 

 “马盖特，全英国最酷的去处。”——GQ杂志 

周六清晨，您将随我们一起乘坐火车前往美丽迷人的小镇马盖特，开启一整天的创意

探索之旅。您将切身感受到一个乡下小镇如何通过创意而脱胎换骨。 

您将参观著名的特纳当代画廊（Turner Contemporary）、马盖特梦幻乐园

（Dreamland Margate）以及一系列独立画廊和古玩商店。您将有机会与该镇的诸多决

策者对话，探讨创意对于小镇未来的意义。 

如有必要，课程信息可能依发起人的决定而有所改变 

上述费用涵盖创意课程学费、清晨茶点和课程交通（包括每日前往各文化机构的大巴往返，以

及周末前往玛格丽特的火车往返）的费用。该费用不涵盖在课程期间伦敦的住宿费用。若您需

要，我们可以为您提供预定住宿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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