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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持续释放发展潜能——

“千年瓷都”舞出文创新风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 晋 赖永峰
景德镇千年窑火传承不息，创新不止。创新、创意在这里碰撞，催生了各种奇思妙
想，
艺术陶瓷、创意陶瓷、日用陶瓷、高技术陶瓷等异彩纷呈。
景德镇瓷窑保存了完整的工艺，拥有千年历史。正是一代代陶瓷从业者的坚守和
传承，
让景德镇引领风尚潮流，
尽显景德镇陶瓷的魅力。
传统与现代交融，中国与世界对话。
走进
“千年瓷都”景德镇，就像走进了瓷的
世界，瓷盘、瓷碗、瓷瓶、瓷画、瓷灯……巧
夺天工的瓷器充满创新、
创意，
青春的活力
在这里迸发。8月28日，
经国务院同意，
国
家发展改革委、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景德镇
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实施方案》，
这一国家战略给古老的景德镇带来了新机
遇，
瓷都展现出发展的巨大潜能。
在前不久举行的“2019 中国景德镇
国际陶瓷博览会”上，来自中国、意大利、
荷兰等国的近千家陶瓷企业参展，3500
多名客商参会，艺术陶瓷、创意陶瓷、日用
陶瓷、高技术陶瓷等一应俱全。瓷器之美
跨越国界，一件件精美的展品让各方嘉宾
流连忘返，各种商业洽谈、展览展示、产业
论坛等活动让这里热度攀升。

传承工匠精神
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景德镇古窑民
俗博览区，老艺人们现场展示陶瓷制作的
传统工艺，让游客们惊叹不已。
10 月 19 日，明清葫芦窑复烧点火仪
式在古窑民俗博览区举行，熊熊燃起的窑
火让人找回了
“一城瓷器半城窑”的记忆。
从 2009 年开始，景德镇相继复烧了
10 余个历代典型瓷窑，实现了非遗的有
效保护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传统古窑业
得以活态展示。
“景德镇陶瓷是火的艺术，是天成的
艺术，这就是景德镇陶瓷的魅力。陶瓷的
颜色是烧成后才展现出来的。景德镇的
陶瓷保存了它的根脉，有 72 道工序，每道
工序里还有工序，非常复杂，产业链非常
完整。”景德镇陶瓷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
秘书长万鹏程告诉记者，
“与其他产瓷区
不同，景德镇保存了完整的工艺，有千年
历史。一个产业支撑千年，只有景德镇。”
昌南新区名坊园，已成为一张美丽的
城市名片，因汇聚了景德镇陶瓷产业的名

人名坊而闻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豊瑶·澐知味公司创办人朱筱平出生于陶
瓷工匠世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
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胭脂红釉料配制”
代表性传承人。
“景德镇人几乎十家有八家与陶瓷产
业相关，那种热爱与悟性根植在我们的骨
髓中。我是闻着那种烧窑的味道长大的，
从小就热爱这个行业。”他指着一套《丝路
祥瑞》金霖甜白茶具说，这套茶具有幸被
选为国礼。
“这个杯子的把手造型非常独
特，但烧制非常难，遇到高温就容易变
形。当时，离交货只有 12 天，烧到第 6
天，还没有成功。不惜代价，
一次次试，
那
个杯子试制了 50 多个，终于成了！获得
第三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时，我说，工匠
精神的匠，就是倔强的强，碰得头破血流
还要干，非要做成不可！”
正是有一代代陶瓷从业者的坚守，
正
是有工匠精神的传承，
景德镇才会引领风
尚潮流，成就
“中华向号瓷之国，
瓷业高峰
是此都”的传奇。

奏响创新乐章
入夜的陶溪川，
流光溢彩，
人头攒动。
这一片文创街区，
已成为不少外地游
客的网红
“打卡地”
。
夜幕下，一个个陶瓷摊位次第摆开，
文创制品让人眼花缭乱。萌萌哒的小瓷
狗、小巧的瓷花瓶、大气的瓷板画、美丽的
瓷书签……游客们在摊位前淘着心仪的
宝贝，这些艺术品的制造者有些是在景德
镇陶瓷大学读书的学生，
有些是来自世界
各地的
“洋景漂”
。
陶溪川是在工业遗产改造中诞生的，
在保留老厂房的基础上，
“ 嫁接”了工作
室、瓷器店、博物馆、美术馆。这个建筑面
积 8.9 万平方米的文创街区，开业 3 年来，
已帮助 1.3 万余名年轻人创业，在这里举
办的春秋大集迎来了世界 60 个国家的
600 余名艺术家，
成为景德镇的新地标。

创新、
创意在这里碰撞着，
催生了各种奇
思妙想，
也成就了不少未来的
“大师”
和
“老板”
。
德国、韩国、意大利、俄罗斯……在春
秋大集上，各国艺术家拿出了自己的新
作，以瓷会友。当地人介绍说，每年有
5000 多名“洋景漂”不远万里来到景德镇
学习交流，
人才因瓷而聚，
城市因瓷而兴。
回望历史，
景德镇以创新而闻名。进入
元代后，
由于制作大件器物的需要，
这里的
窑工发明了
“二元配方法”
，
大大提高了瓷器
的烧成温度，
是我国陶瓷史上的重大革命。
瓷的永恒灵魂就是传承与创新，
造就
了
“匠从八方来，
器成天下走”的辉煌。如
今，
更应弘扬瓷行天下的精神。
在景德镇观宋瓷器品牌总部，
销售人
员正忙着打包发送一款新品。
“这套手工
描金茶具是今年 8 月份最新推出的，经过
半年多精心设计和打造，
一推出就受到了
消费者欢迎。我们还推出了承载陶瓷文
化元素的手机壳、枕头、雨伞等文化衍生
品，
用创新赢得市场。”景德镇陶瓷商会副
会长、景德镇德韵陶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瑞华告诉记者，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7 月份，是一家集创意、研发、生产、销
售、品牌打造等为一体的创新型企业。目
前，已建立起了线上线下联动的营销渠
道，在北京、江苏、山东等地开设了实体
店，
公司特别重视研发，
不断推出新产品。
陶瓷产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促进了电
子商务爆发式增长。据统计，
目前景德镇从
事陶瓷电商的企业有 9847 家，在淘宝、天
猫、
京东等全国第三方交易平台注册有交易
的陶瓷网店50148家。插上电子商务的翅
膀，
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抢抓发展机遇
在景德镇，
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
验区建设是最热的话题。
“听到这个消息，
景德镇上下沸腾！未
来要发展，
就要更加开放，
吸引更多国际人
才来景德镇，
只有交流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

“这将给我们陶瓷企业带来巨大红利，
最有
含金量的是可以在很多方面先行先试，
其中
将有不少重大改革。
“
”减税政策是我最关注
的，
这将让景德镇陶瓷企业获得发展红利。
”
采访中，
记者听到了这样的心声。
对景德镇人来说，试验区是个大礼
包。未来 3 年，景德镇将投入上千亿元推
进 152 个重点项目，为试验区开局奠定坚
实基础。未来的景德镇什么样？
《实施方
案》确立为“两地一中心”，即建设国家陶
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世界著名陶瓷
文化旅游目的地、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
交易中心。
建设文化传承试验区，
人才培养是基
础，
创新驱动是引擎。景德镇学院海上丝
绸研究院副院长远征认为，
建设好景德镇
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
就要把景德镇
打造成人才聚集地。景德镇要携手海内外
高校、
科研机构和文博机构，
更新人才培养
理念，
拓展人才培养渠道，
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
提升人才培养能力。通过教师互访、
学
生互派、作品互展、教材联编等多元化形
式，
培养服务于试验区建设的国际化人才。
“试验区建设会带来诸多利好，但我
觉得最大的利好是给景德镇带来全新的
理念，
有了它就能创造一切！我们要走在
全国前列，创造我们的价值，提供可推广
可复制的经验，
就要不断创新、不断改革，
成为陶瓷艺术的世界引领者。”景德镇市
瓷局党组书记、局长方霞云告诉记者，景
德镇要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先行先
试。比如在管理体制上有所创新，在人才
留、用、引等方面出台新政策，
在工艺技术
革命方面加快步伐，
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
有所突破，在平台建设方面通过“互联
网+”
“科技+”
“文化+”加速推进。她充满
信心地说，
“一年初见效，
三年见成效。虽
然这个过程很艰难，但我们要一个平台、
一个平台地打造，
打破常规，
创造经验”
。
抓住历史机遇，千年瓷都正焕发“年
轻态”，用独特的世界语言讲述新时代的
中国故事。在瓷博会开幕式上，
江西省省
长易炼红说，
“ 景德镇陶瓷‘集名窑之大
成，汇特技之精华’，是世界认识中国、中
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符号。景德镇千
年窑火传承不息，创新不止。面向未来，
伴随着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
验区建设的有力推进，
景德镇陶瓷必将如
日方升，
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广西推进乡村振兴成效初显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 政报道：2018 年以来，
广西出台相关措施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了114项
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
据介绍，广西提出实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能力提升三大专项行动。同时，广西积极开展现代特色
农业示范区及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推动现代特色农业
再上新台阶。目前，广西共认定各级示范区 （园、点）
7611 个；全区各级财政投入示范区建设资金共 250 多亿
元，吸引社会资金投入690多亿元；各级示范区经营总收
入 1470 多亿元，示范区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周
边地区农村居民普遍高出30%以上，带动贫困户增收超过
24万户。

宁夏与东部地区加快文旅合作
本报讯 记者拓兆兵报道：“2019 宁夏文化旅游产
业项目对接大会”日前在银川举行。本次大会以“文旅
融合谱新篇 合作共赢谋发展”为主题，旨在遴选宁夏
优质文旅资源项目与东部地区合作，搭建对接平台，从
而推动宁夏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在对接会上，宁夏文化和旅游厅与中国动
漫集团就联合打造知名节展品牌、打造“一带一路”动
漫品牌推广中心、促进展销一体化发展等内容签署了合
作协议，与广东旅游控股集团就推动“一带一路”文化
输出项目建设、加强酒店经营与管理合作、宁粤两省区
游客互送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据了解，本次大会
宁夏与长江经济带文旅企业签署项目金额达到 50 亿元
左右。

北京延庆提升民宿产业竞争力
本报讯 记者李佳霖、通讯员宋希如报道：
日前，
“乡
村的荣耀”2019 年第三届北方民宿大会在北京延庆举
行。会上，
延庆民宿发展现状和优势、民宿产业发展举措
及成效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和称赞。
近年来，
延庆民宿产业通过探索企业投资、合作社开
发、IP 升级、返乡创客、委托经营等 5 类投资模式，带动资
本、人才等资源向乡村流动，
目前延庆民宿总投资额已达
18 亿元。
本届大会围绕
“文化、产业、金融”等民宿发展和乡村
振兴要素，
充分展示延庆民宿产业发展成果，
进一步促进
京津冀地区资源融合及交流合作，推动区域民宿产业快
速有序发展，为尚处起步阶段的北方地区摸索和积累了
民宿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
据介绍，
延庆区提出了民宿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到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召开前，将打造一批具有延庆地方
特色的乡村民宿，
完成
“一区多集群、一镇多品牌、一村一
特色”的发展布局。

华 为 ：创 新 ，一 直 在 路 上
新 2.0 时代。
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突破瓶颈，正是 ICT 产业遇到的瓶颈。推动
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工程创新和技术创新都得到广泛的实践应
用，而理论创新，正期待着下一次重大突破。

创新进行时
纵观人类科技史，企业是推动科技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基础
理论、基础科学的突破，是产业爆发的激发器。要在基础科学创新
上谋得突破，华为必须担当起搭建桥梁、共建生态的角色，大学、
国家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起联合创新，在支持大学研究、自建实验
室、多路径技术投资等多种方式途径上持续投入，寻找创新的下一
座“灯塔”
。

创新——在欧洲，为欧洲
通讯技术的演进，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速度在加快，距离
在骤减。华为欧洲创新日，正是华为在基础科学的起源地欧洲，联
合各界对创新的演变进行交流与创想的年度重磅活动。从 2013 年开
始，华为欧洲创新日已走过斯德哥尔摩、米兰、慕尼黑、巴黎、伦
敦、罗马等六大城市，分享华为在欧洲进行业务实践的理解感悟，
与不同领域的行业精英，就欧洲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方向等问题进
行深刻探讨。

创新的瓶颈
回顾 2016 年的华为欧洲创新日，“科技之美”正是当时的主
题，在享誉时尚与艺术盛名的巴黎，华为传递了“科技成就生活之
美”的理念，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走向融合，释放了创新的魅
力。随后 2017 年与 2018 年的欧洲创新日上，华为持续对联合创
新、科研创新提出了看法，并用实际行动表明，无论是企业还是学
校、科研机构等，携手共同创新，才能更好地共创数字世界，共享
数字红利。
在 AI 时代的创新实践方面，从重塑产业模式的工业数字化，到
TECH4ALL 计划下的热带雨林保护项目，华为持续将技术带到各个
领域的创新应用中，全方位地构建数字世界。技术创新的实践已逐
渐落地，但数字世界需要的关键创新，仍未发生。

回首华为在欧洲创新日的历程，漫游过 2013 年斯德哥尔摩的新
绿色之旅、2014 年米兰的新丝绸之旅、2015 年慕尼黑的新工业之
旅，2016 年巴黎的新浪漫之旅……为什么要强调新？新的本质就在
于观念的刷新，技术的创新，社会的革新，以此不断推动人类前进
的脚步。
2019 年，华为欧洲创新日将再次来到法国巴黎，与欧洲政
府、企业、公共部门和学术机构的数字经济利益相关人分
享在不同行业的优秀实践，聚焦全球创新和开放合
作。除此之外，本次活动还将探讨创新技术带来的
全新生活方式，技术在各个行业和社会中扮演的
角色，以及创新生态系统将如何推动合作。
创新，让每个人享受到数字世界的美
好，携手学术界、工业界和企业投入基础科
学创新，激发未来创新的无限可能与体验。
11 月 4 日，法国巴黎，敬请关注 2019
华为欧洲创新日。

时代呼唤创新 2.0
在 2019 年 4 月 举 办 的 华 为 全 球 分 析 师 大 会 上 ， 华 为 董 事 、
战略研究院院长徐文伟宣布：成立战略研究院，由从 1 到 N 的
创新 1.0 时代迈向基于愿景驱动的理论突破和基础技术发明的创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