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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出现于唐代，兴盛于元代。元青花以景德

镇为代表，其烧造的瓷器将青花绘画艺术推向顶峰。

不久前，景德镇陶瓷大学求古归元元青花馆开

馆。该馆展出的元青花标本数量、元青花修复件数

量，在国内名列前茅。馆内众多元青花修复器及瓷

片首次与公众见面，引得各方人士纷至沓来。

唤醒沉睡的古瓷片
1000余平方米的展厅里，955件套古陶瓷标本及

修复器，其历史年代横跨唐、五代、两宋、元代至明清，

囊括了古代景德镇瓷业生产的所有阶段。其中，最引

人瞩目的是 300余件元青花瓷，有大盘、碗、碟、罐、梅

瓶、玉壶春瓶和高足杯等，还包括 6件带铭文的瓷片。

它们静静地躺在展柜内，绽放出如蓝如紫的“幽蓝神

采”。

如此数量庞大的元青花标本从何而来？为何会聚

集在一所高校之内？在馆内，记者见到了元青花馆藏

品的捐赠人——景德镇陶瓷大学1978级校友鲍杰军。

“我用了十年时间，把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元青花

标本收集起来并留在景德镇。这个过程是价值创造

的过程，也是我与元青花生命的邂逅与对话。”

每一个博物馆都有一件馆藏重器，求古归元元

青花馆自然也有。这件馆藏重器是一片铭文标本，

上面写有饶州路、王道兴、东岳庙正殿、至正甲申第

等字，至正是元惠宗的年号。这件铭文标本与英国

伦敦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著名元青花“至正十一年

青花龙云纹象耳瓶”铭文风格如出一辙。

“其实在百年前几乎没人认识元青花，因为发现

了一批与‘至正十一年青花龙云纹象耳瓶’类似的青

花瓷器，才开启了认识元青花的序幕。”鲍杰军说，

“希望学校能通过这些元青花标本加快对元青花历

史的整理与修复，促进元青花领域资源的整合，推动

中国陶瓷文化与世界的交流。”

穿越时空的交流
“麦迪，这件器物胎釉成熟，青花发色为成熟的

‘苏麻离青’色，你知道它从何而来吗？”青花馆内，

该校教授曹建文带着他的留学生——来自埃及的麦

迪，一起“穿越”古今。

千年窑火，万里瓷路。“苏麻离青”是产自中亚的

矿物颜料——钴蓝。元青花绘画使用的氧化钴多数

是进口料，是与波斯贸易时用瓷器、丝绸、茶叶交换

或购买的。曹建文告诉记者，14 世纪中叶，景德镇工

匠们使用“苏麻离青”，烧造出了亮丽的青花瓷器，卖

到中国各地及东南亚，甚至更远的中亚地区。青花

替代影青成为景德镇的主流产品。

透过馆内的元青花标本，可以想象，当时的景德

镇的一派繁华景象：来自波斯的商人与大元的官商、

民商走街串巷，大量收购元青花瓷；来自八方的官

匠、民匠与作坊主日夜忙碌，加紧生产，窑场“火光烛

天，夜不能寝”。

青花馆内“异域风情”板块，一组组元青花标本吸

引了麦迪的注意。“这些元青花的画法很有波斯风味，

和我故乡同时代艺术品的风格相近，但画的却是中国

的故事，非常有意思。”麦迪说。中国工匠将波斯纹样

加以改变，还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典故、松石山

水、飞禽鱼虫作为青花瓷描绘的对象，让中国故事随

着青花瓷传遍世界。

承古革新开放共享
馆内展示了一批由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研究

中心师生修复的元青花器物，还专门设置了一个互动

演示：师生们现场演示拼接瓷片、原位配补、全色展示

等瓷片修复环节，让参观者观摩了一次元青花修复的

“科技与绝活”。

“这个尺寸硕大的元青花云龙纹盘，我参与了它

的修复。”景德镇陶瓷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研三学

生陈洪梅，向记者展示她的得意之作。陈洪梅介绍

道，这件展品原先是 79块大小不等的瓷片，缺损率达

10%，修复它用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从材料的黏接

强度时间、渗透性实验、老化实验、硬度、透度……每

一步都要反复实验。

该校古陶瓷研究中心主任李其江介绍，参与修

复的学生涵盖了本科、研究生各阶段。修复过程中，

师生一起攻克难点，对于元青花技艺也有了进一步

的了解。元青花烧制时间短，文献记载和传世品稀

少，传世或出土的元青花瓷片就成了元青花研究的

重要载体。接下来，以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研究

中心为主的研究机构将对这些元青花进行深入研

究，建立综合数据库，并对全球开放共享。

那一抹惊艳世界的
幽蓝神采

——探访景德镇陶瓷大学求古归元元青花馆

□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芳

窑火烨烨向未来窑火烨烨向未来
——2022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观察

□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毛江凡 全媒体记者 龚艳平 文/图

流 光 溢 彩 ，烨 烨 其 华 ；千 年 瓷

都，生生不息。

如果说其貌不扬、朴实无华的

瓷泥是一首音乐的低声部，那么，巧

夺天工、神奇窑变后绚丽而出的精

美瓷器，就是一个个宛若交响诗般

的天籁音符。

一座城市何尝不是如此。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到

享誉世界的国际瓷都，1700 年的制

瓷史，景德镇宏大历史上的每一个

前进脚印，都在书写一部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的传奇，都在讲述着从小

写的“china”到大写的“CHINA”的

故事。

因 瓷 而 生 、因 瓷 而 兴 、因 瓷 而

名。随着 2022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

瓷博览会的启幕，这个古老而青春

的城市，再次绽放出无与伦比的璀

璨光彩——

瓷博盛会之光
蓝天白云，暖阳高照，一年盛会再启；

煌煌新馆，红毯铺就，喜迎八方来客。

11 月 8 日至 12 日，2022 中国景德镇国

际陶瓷博览会，在全新的展馆——景德镇

陶博城举行。

自 2004年以来，瓷博会已经成功举办

19 届。本届瓷博会以“瓷上世界 共享未

来”为主题，总展位 1560个，较去年增加了

300 个，吸引了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

团组、2000 多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英国

安斯丽、德国梅森、法国柏图等数十个国际

品牌，国内 12 大产瓷区、10 大名窑的上乘

佳作汇聚于此，全球千余名客商因“瓷”结

缘，不远万里奔赴而来，洽谈交易。

新面貌、新变化带来新气象。景德镇

陶瓷文化的传承创新、遗产保护与活化，

中外陶瓷文明的交融互鉴、共生共荣，在

本届瓷博会上得到充分彰显。景德镇的

“交往圈”“朋友圈”“合作圈”越来越广，国

际范、专业范成色越来越足。

“连续 19 年参加瓷博会，今年是我参

加活动最多的一次，还有几个会议因‘碰

车’去不了，有点遗憾！”在展馆里，记者与

景德镇陶瓷包装历史博物馆馆长、陶瓷包

装技艺非遗传承人赵水涛不期而遇。今

年他多了一个身份——景德镇市陶瓷包

装行业协会会长，他带领今年投产的陶瓷

包装智慧园区 10多家入园企业，首次亮相

瓷博会就受到了极大关注。

赵水涛说，让景德镇陶瓷包装历史文

化与技艺，在新的发展与创造中得到检验

与弘扬，这是瓷博会带给他的最大收获。

瓷博会 1 号馆诚德轩展区，被布置得

竹影摇曳、绿意盎然，灯光下各种佳器琳

琅满目。一向以精致雅器著称的诚德轩，

带来了元佳窑、元薪号等系列新品，吸引

众多粉丝慕名而来。

“作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代表，

诚德轩自创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创造融艺

术与生活为一体的产品奉献给世人。”诚

德轩瓷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歆悦如是说。

胡 学 义 也 是 景 德 镇 瓷 博 会 的“ 老 朋

友”。今年，来自南京、因热爱陶瓷被称为

“瓷痴”的 72岁藏友胡学义，又参加各种活

动健步如飞地穿梭在会场之间。

“如果从 1975 年第一次来景德镇算

起，到这次参会，我已经是第 382 次来瓷

都。瓷博会紧跟时代的脉搏，无论场地、

规模、品质、影响力，都有极大飞跃，可以

说是越办越红火，越来越吸引世界的目

光。”胡学义感慨，他早已把景德镇视为第

二故乡，每逢盛会必来参观。

11 月 7 日晚 8 点，陶溪川广场，歌手李

玉刚现场演唱景德镇陶瓷主题原创歌曲

《此生只为你》，洋溢着对景德镇陶瓷文化

的炽热之情，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

“千年窑火不熄的景德镇造就了一代

又一代能工巧匠，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精美

绝伦的陶瓷文化传奇。《此生只为你》这首

歌以当下回望过往，用历史守望未来，千

年的凝与炼，一生的悲与喜，始于梦想，融

于瓷器，化为颜色，转为歌声。千年景德

镇文化绵长，此生只因有你！”谈及这首歌

的创作过程，李玉刚感慨良多。

瓷博会期间，主办方共策划推出了 13
项主体活动、27 项配套活动。除上述活

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

发展高峰论坛、匠人匠心至诚至精“杜鹃

奖”获奖作品展、景德镇非遗馆开馆、国际

版权论坛、第十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展、

景德镇“洋景漂”陶瓷艺术作品展等轮番

上演，令人目不睱接。

一场瓷博盛会，折射的是一座城市永

不落幕的陶瓷文明之光，以及一代代陶瓷

艺人亘古不变的梦想。

传承创新之美
一座城市将一个行业做了一千多年，

这样的传奇放眼全球或许都绝无仅有。

而景德镇做到了。保护千年遗存、传

承千年技艺、呵护千年匠心、讲述千年故

事，这是景德镇千年积淀涵养的文化自信

和底气。

3 年前，《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

新试验区实施方案》出台，千年瓷都景德

镇被赋予新使命。

本届瓷博会，传承创新的声音贯彻各

类会场，余音缭绕。

11 月 7 日，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术

报告厅。由江西日报社携手景德镇市委

市 政 府 、景 德 镇 陶 瓷 大 学 共 同 主 办 的

“2022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

区发展高峰论坛”开幕，论坛围绕景德镇

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先进陶瓷产业发展等

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

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发展建言献策。

同一天，由江西省文联《创作评谭》杂

志社、江西省美协主办的“2022 年景德镇

当代陶瓷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研讨会在景

德镇陶瓷大学美术馆举行。景德镇陶瓷

大学副校长吕金泉教授认为：“通过对传

统艺术的探索研究和不同风格流派艺术

的吸纳，景德镇传统的陶瓷艺术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呈现出新表达、新思想和新理

念。”与会的江西省文联主席叶青介绍，不

久前省美协分别成立了陶瓷艺术和瓷画

艺术专门委员会。“传承与创新密不可分，

传承是基础，创新是着眼点，在创新的过

程中要进一步理解传统的价值。”

11 月 9 日，景德镇名坊园，瓷都文化

新地标——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

馆。这个推动非遗保护传承“见人见物见

生活”的最新探索，成为弘扬优秀陶瓷文

化、讲好景德镇故事的又一重要窗口。

本届瓷博会，创新与传承之美同样可

感可知。

在瓷博会 1 号展馆富玉陶瓷展区，一

件件青花玲珑瓷精美亮丽。景德镇玲珑

瓷技艺非遗传承人、富玉陶瓷的 90后掌门

人——吕雅婷，忙得不亦乐乎，给客商介

绍刚上新的产品，接受媒体采访，还要抽

空亮相线上直播间。作为当代新青年陶

瓷手艺传承人，吕雅婷说，只有将现代与

传统相结合，才能使陶瓷这门古老的艺术

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既要传承也要创新，是大多数景德镇

手工艺人的共识。在欧洲留学多年的吕

雅婷一直怀有创新梦，那就是突破传统陶

瓷文化的束缚，打造时尚、个性、趣味的青

花玲珑居家生活用瓷。如今，富玉陶瓷已

成为景德镇陶瓷创新的“一面旗帜”，不断

焕发出传承创新之美。

在 景 德 镇 三 宝 村 ，一 座 小 院 古 朴 典

雅，掩映在青山绿水中，中国陶瓷艺术大

师曾亚林的工作室坐落于此。曾亚林一

家祖孙三代出了三位陶瓷名家的故事，在

当地传为佳话。

曾亚林，58 岁，从事陶瓷艺术创作数

十年，从小受父亲曾维开（首届中国陶瓷

艺术大师）的影响和教导，先后师从姚永

康、陈梦龙、熊钢如等名家。曾亚林既承

家学，又转益多师，且受教于高等艺术院

校，既善于融会贯通，又勤于实践，不墨守

成规，坚持在传承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艺术

道路。

曾超作为曾家长孙，自小在爷爷曾维

开和父亲曾亚林的培养下，展现出良好的

艺术天赋。后经陶瓷学院的艺术滋养，功

力大有长进，又赴中央美院进修，艺术视

野日益开阔。随着近几年作品陆续在各

类展览中亮相获奖，年轻的曾超获评江西

省陶瓷艺术大师、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

师，他的艺术道路越走越宽广。

11 月 10 日，景德镇中国陶瓷博览城

任瑞华艺术馆内，81 岁的景德镇陶瓷大学

老教授、联合国文化总署中陶委副主任委

员、中国现代“任瓷”创始人任瑞华，用颤

颤巍巍的手在一张洁白的宣纸上创作水

墨画。他的儿子任智勇静立一旁，时而与

父亲交流几句。

任智勇说，1969 年，28 岁的父亲和其

他数十位画家被选派到井冈山为毛主席

画像，最终有 23幅油画作品被选中进京审

定，毛主席从中选了两幅，其中就有《八角

楼的曙光》。后来，父亲转向陶瓷创作，最

经典的代表作是《岁月荷莲》。这幅作品

以“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气质，以高白泥

材质的洁白无瑕感，体现其艺术匠心。

“我自幼跟随父亲从事陶瓷艺术创作

以及高温颜色釉配制研究，如今父亲中

风，很少动笔制瓷作画，但他对我的创作

要求一直严苛不改，我也在传承父亲技艺

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完成了自己的

‘窑变’，创作了一批唯美、独特的现代风

格系列壶艺作品，拿了一些大奖。”任智勇

说，没有让父亲失望，这是他艺术创作的

动力。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个个家族的传

承创新，让景德镇陶瓷文化在传统与现代

之间，交织出多元的色彩。

交融互鉴之道
瓷博会不仅是景德镇向世界表达自己

的舞台，更是世界不同文化融合交流的平

台。

瓷 博 会 上 ，记 者 遇 见 了 不 少 外 国 友

人，有艺术家，也有采购商。他们纷纷表

示，来参加瓷博会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景德

镇，了解中国，也渴望更多的中国人了解

他们，增进彼此的友谊。

交融互鉴，这是景德镇陶瓷文明跨越

千年、对话世界的恒久魅力。

11 月 8 日，位于主展馆的泰国皇家陶

瓷、土耳其传统手工陶瓷等国际展位前，

人头攒动，前来参观的游客忙着挑选陶瓷

产品。美国艺术家展区的泥的明，是一个

资深“洋景漂”，正用流利的普通话，向参

观者介绍自己的作品。

在一众中国展位之间，来自埃及的采

购商奥玛将手机镜头对准风格各异的陶

瓷产品，通过海外社交平台向自己的客户

和粉丝现场讲解。

本届瓷博会专门举行了国际直采供

需对接会，包括国内 30家陶瓷企业与近百

家跨境电商、境外采购商在内的交易团意

向成交金额超 2000万元人民币。

瓷博会现场，中外艺术家、客商你来

我往，互动频繁。

11 月 9 日，景德镇浮梁县的寒溪村，

一场主题为“互鉴·共融”的景德镇“洋景

漂”陶瓷艺术作品展暨中外陶瓷艺术家对

话会，同样热热闹闹，引人瞩目。展馆内，

来自美国、日本、土耳其等国家的 34 名艺

术家创作的共计 45 件陶瓷作品在这里集

中展出，他们也在此间开展对话交流。

这些为手工制瓷技艺而来景德镇学

习、创作、生活的外国艺术家被称为“洋景

漂”。据统计，“洋景漂”有 5000人左右。

在这里，记者又遇到了高大帅气的泥

的明，他与中国合作伙伴蓝潜携作品《海

洋茶壶系列白珊瑚》参展，其艺术作品独

特的创意与造型，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

看。

“我和泥的明的合作非常好，有的作

品造型是他创作的，我负责上釉，蓝色釉

是我的一个强项。有的创意是我们碰撞

磨合的，我们的作品，不仅有火与泥的窑

变，还有中西方陶瓷艺术的交融。”景德镇

活化石陶艺工作室成员蓝潜说。

全国人大代表、陶瓷艺术工作者、陶瓷

文化传播者、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院

长张婧婧有多重身份，而她很看重教育工

作者这个称谓。2016 年，景德镇陶瓷大学

成立国际学院，张婧婧担任首任院长。自

此，她以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播使者为担当，

一方面将博大精深的中国陶瓷文化和陶瓷

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地，先后在法国卢浮宫、

希腊亚洲博物馆、法国大皇宫、纽约联合国

总部等重要场所举办高水平的师生陶瓷艺

术作品展，推动打造了“景德镇国际陶瓷艺

术双年展”等对外文化交流平台；另一方

面，与美国、英国、韩国等国家或地区 30多

所高校建立校际友好合作关系，先后培养

了来自世界近 60 个国家的 3000 余名留学

生。

“我非常喜欢中国的陶瓷文化，我想学

好陶瓷技艺、学好中国文化，以后到家乡开

陶瓷工作室或者在陶瓷购物中心卖陶瓷。”

来自非洲喀麦隆的留学生马可琳说，她要

把中国文化及中国陶瓷带回家乡。

张婧婧认为，陶瓷是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文化的一种优质载体，陶瓷文化

可以成为与世界对话的桥梁和纽带。国

际学院的留学生群体是促进中外陶瓷交

流的重要途径，是中国陶瓷文化走出去，

向世界讲好中国陶瓷故事的国际使者。

文化本身会说话，会成为不同语种、

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交流互鉴的媒介。景

德镇与全球 72 个国家的 180 多个城市建

立友好关系，文化就是其中最深沉最有力

的催化剂。

今天的景德镇，“匠从八方来，器成天

下走”的传奇仍在继续。在文化自信的感

召下，3万多名“景漂”、5000多名“洋景漂”

汇聚于此，催生出这座城市强劲的生命力

和创造力。

大器成景，厚德立镇，携带着穿越千

年的文化基因与城市精神，景德镇的明天

将更美好，景德镇的未来将更明媚。

博物馆讲故事
系列之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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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实景演出《china》场景

“洋景漂”泥的明和他的中国合作伙伴展

示陶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