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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说

“我们这次参加进口博览会是我们第一次，这
一次主要以生活瓷为主，带来了茶杯茶具跟餐具还
有玲珑特色的，因为我们玲珑是我们的景德镇四大
名瓷之一，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进口博览会给我
们的所有的参展观众和展商带来我们不一样的玲
珑，也希望借助这次的平台让我们玲珑瓷能够走出
更远的地方。”“我们这次带来的作品主要是用了极
重工的陶瓷工艺，有雕刻有描金有珐琅彩，各种陶
瓷工艺集于一身的，像当代的瓷王，以帝王造型为
主的服饰，掺杂了服饰的这种纹饰概念，所以是以
纹饰创新造型创新的，但是工艺也是极其繁复
的。”“大家都觉得很好奇，就看陶瓷是怎么用笔画
在陶瓷上面的，因此我也带了一个半成品，和一个
烧成的最后的结果作对比，然后给他们讲解，应该
画好了填色了再烧，他们都说这个是画上去的
啊！”……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我市
参观商谈起自家精心准备的展品一个个如数家珍。

由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近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进
博会商业企业展共设置了食品及农产品、汽车、技
术装备、消费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
等六大展区，展览面积超过上届规模。景德镇陶瓷
作为江西独家代表来到此次进博会进行展览。

此次进博会上，景德镇展区位于展馆的一个独
立区域内，来往观众众多，展区门口循环播放着此
次展览作品的介绍。此次市商务局组织了我市 16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老字号的陶瓷品牌企业来
到进博会的现场，景德镇最著名的四大陶瓷类别

——青花、粉彩、玲珑、颜色釉均有包括，还有
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创作。为了在此次举世瞩目
的进博会上更好的展示千年瓷都景德镇的文化，
参展的企业带来的全是优中选优的精品，各种陶
瓷元素精彩绽放，不仅证明了千年瓷都精湛的制

瓷技艺，更向全世界传播了景德镇陶瓷文化，为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添砖加
瓦。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展品，吸引着众多观展游
客的目光。

（来源：“最昌南”公众号）

我市陶瓷惊艳亮相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0 多年前，山东省日照

市岚山区辛庄子村侯加明带
头成立了辛庄子村“文明迎
亲队”，这在当地是件大事。
现如今，“文明迎亲队”已经
成了村民婚礼的“标配”。侯
加明再也不用主动上门劝说
了，谁家办喜事都主动邀请
他和“文明迎亲队”。

恶俗婚闹，违反公序良
俗，甚至发生伤及人身安全
等恶劣事件。虽然近年来各
地加大了对恶俗婚闹的治理
力度，但是五花八门的婚闹
形式仍频频发生。而辛庄子
村自成立“文明迎亲队”以
来，从未发生过一起“婚
闹”行为。因此，这一做法
值得学习借鉴，让 “文明迎
亲队”更多些。

“文明迎亲队”有着广泛
的群众需求。结婚，本是婚
礼双方高兴的事，但是一些
粗暴恶劣的闹婚迎亲方式着
实让人惧怕。毫无底线的婚
闹让许多年轻女孩都不敢当
伴娘，举办婚礼的双方胆战
心惊，生怕发生什么不好的
事情，破坏了婚礼的喜庆气
氛，对恶俗婚闹是深恶痛
绝。在这种情况下，“文明迎
亲队”的出现，就解决了人
们的担忧，满足了人们文明
热闹办婚礼的愿望。如今，

“文明迎亲队”成了当地村民
婚礼的“标配”，足以见证

“文明迎亲队”的受欢迎程
度。

“文明迎亲队”是喜事新
办的有益实践。近年来，随
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足，一
些人在婚礼上大操大办、讲
排场，动辄十几辆迎亲车，
还不乏豪车，在路上浩浩荡
荡，不仅阻碍交通，还造成
了婚车攀比，一些并不富裕的家庭为了面子而背
上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有了“文明迎亲队”，就能
有效杜绝这些铺张浪费现象。特别是辛庄子村还
成立了文明迎亲志愿服务中心，专门建设了婚礼
礼堂供新人举办婚礼用，有力促进了喜事新办、
简办文明新风的形成。

“文明迎亲队”促进了乡村志愿服务的发展。
实际上，参加迎亲的人都是志愿者，义务为群众
提供服务。这样在迎亲的过程中就很好地宣扬了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促进了
淳朴民风、文明乡风的形成，融洽了村民之间的
关系，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乡村志愿服务事业的发
展，提升了乡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实践证明，“文明迎亲队”在抵制恶俗婚闹、
促进乡村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目前，日
照市岚山区已有 300 多支新时代“文明迎亲队”
活跃在广大农村。也期待这一做法在更多的地方
得到推广，让文明婚庆新风吹拂华夏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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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浮梁讯 （查娜娜）近日，在紧邻广袤稻田的
臧湾乡寒溪村史子园文化礼堂内，中欧校友文创协会
近百余人齐聚于此，举行中欧文创乡村振兴百村行
——艺术在浮梁暖村行动。中欧校友文创协会的企业
家、艺术家们，从乡镇文旅、乡村民宿、乡村公益等方
面为浮梁当地乡村振兴献计献策并进行友好交流。

浮梁是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浮梁的高岭土是
陶瓷原材料的产地，是瓷之源；大唐时期，浮梁茶年产

700万驮，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显著，是茶之
乡；在2851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有着81.4%的森林
覆盖率，是林之海。浮梁未来的重点在乡村，希望在田
野，浮梁将打造成为“最中国、最田园、最人文”的瓷源
茶乡，让人产生“相见不恨晚、余生在浮梁”的情感共
鸣。该协会许多会员都非常关注浮梁，这次到浮梁进
一步感受乡村山水田园气息，感受乡村人间烟火气
息，感受乡村民俗文化气息，感受乡村产业繁荣气息，

也产生了到浮梁投资兴业的浓厚兴趣。
北京瀚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寒溪村乡创

特派员孙倩出席交流会并与大家分享了日本大地艺
术节带动地域振兴的成功经验，以及中国版大地艺术
节的实施计划。孙倩主要讲述了大地艺术在浮梁的设
想和愿景等方面，并结合浮梁实际，提出了“艺术在浮
梁”项目先从寒溪村启动，逐步扩展到全域的发展愿
景。

中欧校友文创协会开展艺术暖村行动

11 月 13 日，“中央美术
学 院 造 型 艺 术 年 度 提 名·
2020：炁象·埴象——马路·
吕品昌的艺术”巡展在景德
镇陶溪川美术馆开展。来自
全国各地的众多艺术家出席
了此次活动。本次展览是全
国巡展首站，由中央美术学
院主办，陶溪川美术馆、中
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中央
美术学院油画系和中央美术
学院雕塑系承办。此次展览
将持续至12月2日。

（余静 摄）

11月13日上午，浮梁县茶文化传播中心一楼大会
场里茶香袅袅，高朋满座。由浮梁县茶叶协会、昆
山茶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国茶邦）主办，浮梁
茶文化研究院、浮梁茶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的“百家茶商走茶乡之瓷茶话浮梁”主题沙龙活动
在这里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100余名茶馆
茶业店经营者和品茶师等参加了活动。

此次沙龙活动分为“浮梁茶产业介绍”“浮梁
茶主题论坛”“浮梁茶品鉴”三个环节。主办方表
示，浮梁茶得天独厚，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精湛
的制茶工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吸引更多

的茶人和从业者加入到了解、接受、喜欢、传播
浮梁茶的队伍中来。在浮梁茶主题论坛环节，浮
梁茶文化研究院负责人、县农业农村局专家、天
祥茶号负责人及非遗传承人等分别就浮梁茶人文
历史、高山茶、古茶树资源、老字号、非遗工艺
五个话题对浮梁茶进行了深入讲解，让在场的嘉
宾领略到了浮梁茶的优势和魅力。浮茶集团市场
部负责人向现场嘉宾介绍了浮梁茶产业发展情
况，集中推介了浮梁主要优秀茶企和品牌。浮梁
茶的品鉴贯穿活动始终。品鉴过5道各具特色的浮
梁茶后，嘉宾们纷纷表示，浮梁茶香气似花似果

似蜜，甘甜有韵耐泡，是实实在在的好茶。沙龙
在良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中国茶邦”作为全国专业茶商社群，是国内
茶商茶企的大型联盟组织，致力于产销对接，足
迹遍及全国茶产区和北方非茶产区，帮助上百个
企业实现品牌拓展和销售达亿元级。

此次沙龙活动，以茶会友，增进交流，让来自
全国的茶业精英深入体验了浮梁茶的魅力，系统
了解了浮梁茶独具的生态资源和厚重的文化积
淀，传递了浮梁茶的名茶形象，有力提升了浮梁
茶在全国茶行业中的影响力。

百家茶商话浮梁
黄湘国 汪晓云

本报讯（朱融） 11月11日，由政
协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政协景德
镇市珠山区委员会主办的“琴川
风·瓷都韵”两地书画、陶瓷艺术
展景德镇站在景德镇美术馆展出。

主办方表示，常熟历史悠久，
人文荟萃，是中国吴文化的重要发
源地之一。而珠山和常熟同属江南
福地，文化相通，习俗相近。今天

的珠山沐浴改革的春风，乘着“国
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东
风，昔日的古镇珠山，一定会成为
一座活力四射、魅力无限的珠山。
通过这次艺术交流，两地政协常来
常往，两地文化艺术交流也将常来
常往。常熟市政协还分别向珠山区
政协以及景德镇市美术馆捐赠作
品。

“琴川风·瓷都韵”艺术展开展
本报讯 （林文）油菜花开时，他

在婺源酷暑难耐时，他在海南枫叶正
红时，他在石城大雪纷飞时，他在东
北……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季节
魅力，而他借景抒情用脚丈量土地，
用心描绘对当地人文风情的理解，表
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在旅行中发现
艺术，在创作中玉汝于成收获秋实春
华。

“自在·自由——许玉华油画·
陶瓷色釉作品旅行展”开幕现场嘉
宾云集，高朋满座。除了景德镇本土
陶瓷创作界、收藏界人士，以及外
来景漂艺术家外，来自省内外的众
多艺术爱好者，也特地前来观展。
开幕式结束后，还围绕许玉华油
画·陶瓷色釉艺术创作进行了学术
研讨。

自在·自由作品旅行展亮相瓷都

“护士与糖尿病”主题宣传
走近居民身边

本报讯 （王德新）为强化护理工作者在糖尿病健
康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提高广大居民对糖尿病防
治重要性的认识，11月13日，市疾控中心、昌江区卫健
委、昌江区疾控中心以及吕蒙卫生院联合在历尧村历
尧小区门口开展了以“护士与糖尿病”为主题的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摆放
展板、悬挂横幅、发放各类慢性病防控、健康生活方
式指导宣传资料、宣传品、接受群众咨询等方式，广
泛宣传糖尿病防治的重要性，呼吁群众要了解糖尿病
的危险因素、糖尿病控制不良产生的严重危害、糖尿
病的预防及糖尿病患者的综合治疗。同时，免费为群
众测量血糖、血压。据统计，本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各
类宣传单500余份，宣传品200余份，现场免费为群众
测量血糖、血压200余人，接受义务咨询 300 余人。

通过此次活动，让广大居民了解到护理工作者在
糖尿病健康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倡导患者及其家庭共
同参与防治糖尿病，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极大地提
高了居民对糖尿病预防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本报浮梁讯（李金龙）由景德镇高岭瑶里风景区管
委会和市摄影家协会主办的“昌江百里风光”摄影展日
前在浮梁县体育中心开展。

此次摄影展的主题围绕浮梁县昌江两岸花红草绿、
水清岸美自然风光，以“双创双修”为主线，沿竹石洲
公园、景北大桥、浮梁大桥、新平大桥、凤凰大桥至蛟
潭镇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范围有浮梁县城建设，三贤
湖公园、天宝公园、背街小巷等及特色城乡风貌和人文
景观。为了保证摄影作品质量，市、县摄协分别组织了
近百名摄影家开展集中采风活动，共收到摄影作品
1000余幅，经主办方评审，择优入选了80幅优秀作品
作品展出。

“昌江百里风光”
摄影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