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展”活动指南 

 

中国陶瓷艺术大展，是为全国从事陶瓷艺术和陶瓷设计

的专业工作者以及全国艺术设计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提供

交流、学习和展示的平台，每四年举办一次，已连续举办了

十届，历时四十余年，是中国陶瓷界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

的陶瓷文化活动，得到了全国各陶瓷产区政府、协会及院校

的大力支持。该活动秉持传承、创新理念，“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展示全国陶瓷艺术家们的创意和技艺、实力和水

平，呈现当代陶瓷艺术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之气象与活力。

旨在推动中国当代陶瓷文化艺术的发展，提升和增强创新意

识，创新能力，进而促进陶瓷行业的人才培养，为提高中国

陶瓷产品的综合水平提供动力。 

一、活动安排 

（一）展览时间: 2018 年 11 月 1 日-4 日 

龙泉当地布展时间:2018 年 10 月 29 日 8:30-17:30 

其他地区布展时间:2018 年 10 月 30-31 日 8:30-18:00 

撤展时间：2018 年 11 月 4 日下午 14:00-17:30 

报到布展地点：龙泉市青瓷展览展示中心（地址：浙江

省龙泉市广通街原巨泰保税仓库，可在百度地图输入“龙泉

市青瓷展览展示中心”导航前往） 

（二）活动日程 



因同期活动内容较多，参展人员可以自由选择参加，活

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详见下表。 

 

第十一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展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活动地点 

10 月 30-31

日两天 
9:00-17:00 参展人员报到及布展 

龙泉市青瓷展览展示中心

（暂定名）——53 省道原

巨泰保税仓库 11 月 1 日 9:00-17:00 大展开幕式及参观 

11月 2-3日 

两天 
8:00-17:00 参加大展同期活动 详见《同期活动安排》 

11 月 4 日 14:00-17:00 撤展 

龙泉市青瓷展览展示中心

（暂定名）——53 省道原

巨泰保税仓库 

 

大展同期活动安排 

（因同期活动内容较多，参展人员可自由选择参加） 

 

日期 项目 时间 活动内容 活动地点 

11 月 2日上午 9:00-11:00 
世界青瓷大会开幕式及嘉

宾主题演讲 
龙泉大剧院 

11月 2日

下午 

活动一 14:30-17:30 第四届中国陶瓷电商峰会 龙泉大剧院 

活动二 14:00-14:30 
故宫龙泉青瓷回家展揭幕

仪式 

龙泉青瓷博物馆 C 区

临展厅（展出时间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 

活动三 15:15-17:15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专

题报告 

龙泉市行政大楼东副

楼二楼大会议厅 

活动四 15:00-16:00 
国际非遗文化中心开园仪

式和青瓷产业园开工仪式 

中国青瓷小镇（龙泉市

上垟镇） 

活动五 14:30-15:30 
丽水学院中国青瓷学院龙

泉校区挂牌仪式 
龙泉市中职校 



11月 3日

上午 

活动一 9:00-12:00 
“共享共生-陶瓷材料创作

的可能性”国际交流论坛 

中国青瓷小镇（龙泉市

上垟镇） 

活动二 9:00-10:30 
龙泉青瓷产业孵化园（工业

地产）项目启动仪式 

低丘缓坡综合开发区

块 2-03 地块（圆德、

天问青瓷旁） 

活动三 8:45-9:15 
龙泉剑瓷文化研究院挂牌

仪式 
龙泉市书画院 

活动四 9:30-11:30 
“听瓷语·观世界”- 青瓷

开放之路主题沙龙 
紫竹工作室 

活动五 10:00-12:00 
“不灭窑火”龙窑烧制青瓷

作品拍卖 
龙泉市宝溪乡 

11月 3日

下午 

活动一 14:00-17:00 

“窑想当年”龙泉窑考古论

坛暨陈万里龙泉田野访古

90 周年纪念活动 

龙泉青瓷博物馆（待

定） 

活动二 15:00-17:00 
瓯江文化产业带发展暨文

创产业项目策划会 
龙泉书画院 

活动三 15:00-16:00 
“大咖小作”青瓷器物淘宝

拍卖 
本土久久工作室 

活动四 14:30-15:00 “致匠心”现场碎瓷活动 
中国青瓷小镇（龙泉市

上垟镇） 

10 月 30 日- 

11月 4 日 
“对话与同行”国际陶艺交流展 龙泉书画院一楼展厅 

10 月 30 日- 

11月 4 日 
“瓷阅·茶空间”创作展示 龙泉市区 

10 月 30 日- 

11月 4 日 
“青青·饰界”作品展 

龙泉市西街历史文化

街区 

10 月 30 日- 

11月 4 日 
“青风·光华”国瓷展 龙泉青瓷博物馆 B 区 

10 月 30 日- 

11月 4 日 
“瓷海·少年游”学生手作展 龙泉中职校 

11 月 2 日-4日 
“解码·生活”- 青瓷小镇&陶溪川创意市

集 

中国青瓷小镇国际非

遗文化中心（龙泉市上

垟镇） 

 



二、酒店住宿 

（一）现提供龙泉部分酒店标准及价格，参展人员可自

行预定房间。 

序号 酒店名称 
标间大概 

价格（元） 
地  址 电  话 联系人 电  话 

1 维也纳酒店 178  龙泉市贤良路 400号 0578-7750000 曾松虹 13567603911 

2 天伦大酒店 258 
龙泉市城东四路 143

号 
7388888 付启学 13957088476 

3 该睡睡吧 248 
龙泉市创业大道 52

号中职校正对面 
7168888 洪丽娟 13666577776 

4 
开元名家大酒

店 
168 

龙泉市中山东路 83

号 
7267777 夏娟 13695795723 

5 将军假日酒店 298 
龙泉市东茶路 668号

新人民医院对面 
7266666 金秋珺 15988015991 

6 山水商务酒店 168 
龙泉市环城东路 201

号 
7265888 叶淑芬 18967095536 

7 信用宾馆 148 龙泉市农资路口 7769888 熊爱美 13757854275 

8 
青瓷披云文化

园 
228 

龙泉市上垟镇木岱

口村 
7322000 孙永清 13857057887 

9 红豆林酒店 340 龙泉市清风路 2号 7755588 颜琴琴 13857055522 

10 龙泉鸿雁宾馆 暂无 剑池东路 254 号 7213333   

11 
龙泉南国花园

酒店 
暂无 剑川大道 155 号 7866866   

12 
龙泉桂花精品

酒店 
暂无 现代广场 3 号 7868888   

13 
龙泉龙源商务

大酒店 
暂无 剑池东路 299 号 7215158   

14 
龙泉新世界商

务宾馆 
暂无 剑川大道 188 号 7122788   

15 
龙泉天伦大酒

店 
暂无 华楼街后沙路口 7388888   

 

（二）如需更多了解龙泉文化，可使用丽水市旅委开发

的“一机游丽水（龙泉）”平台，点击查看龙泉文化、酒店



民宿、景区景点、美食特产等资源信息。用微信扫描下方二

维码即可，建议收藏以随时查看。 

 

三、交通路线 

（一）自驾路线指引 

可在百度地图输入“龙泉市青瓷展览展示中心”导航前

往。G25 长深高速龙泉出口，距离龙泉市青瓷展览展示中心

约 1.5 公里。 

（二）乘车指引 

1. 火车 

高铁可以买到丽水站，然后乘坐丽水客运站到龙泉客运

站的大巴车（车次很多，车程约 2 小时）。 

2. 飞机 

飞机可以买到温州龙湾机场，然后乘坐大巴到丽水，在

丽水客运站换成到龙泉客运站的大巴。 

3. 客车 

龙泉汽车客运中心，电话：0578-7211884，龙泉每天有

往返上海、杭州、丽水、温州、浦城等地客运汽车，可登陆

浙江道路客运联网官方平台（http://www.bababus.com/）

查询往返龙泉市的车次及购票。温馨提示：部分地区班次较



少，请提前查询预订。 

（三）龙泉市内交通指引 

1. 龙泉国际大酒店，距离龙泉市青瓷展览展示中心约

4 公里，从剑川大道向南行 2 公里，右转进入 S53省道直行

约 2 公里。 

2. 龙泉香溢大酒店，距离龙泉市青瓷展览展示中心约

5 公里，从剑川大道向南行 3 公里，右转进入 S53省道直行

约 2 公里。 

3. 公交新客运站，距离龙泉市青瓷展览展示中心约

600 米，龙泉市 3 路、4 路公交线路停靠该站点。 

四、参展事项 

为避免作品损坏，本次大展不接收邮寄作品，参展人员

可自行或委托他人携带作品参展。如需要提前邮寄的，可以

和物流或快递公司提前沟通好，由作者本人提货再布展。 

（一）请在参展作品底部注明网上报名编号、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例：DZ00567，张晓，《花语》），对于同一作者编

号相同的多个作品注明“编号-1，-2或-3”（例：DZ00567-1，

张晓，《花语》；DZ00567-2，张晓，《茶器》）。 

（二）报到布展 

按省份分别设立了多组报到处，请参展人员到所在省份

报到处报到。 

1. 团体统一报到 



团体组织的单位请携带报名汇总表，到所在省份报到处

领取参展证、作品桌签和撤展证，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进馆布

展。 

2. 个人参展报到 

参展个人请携带网上成功报名的打印件或报名截图，到

所在省份报到处缴纳参展费，领取参展证、作品桌签、撤展

证，进馆内布展，在作品桌签和撤展证上自行填写好作品编

号和作品名称。 

（1）作品编号一定要和网上报名编号一致，同一作者

参展多件作品的，按照报名作品顺序填写“编号-1”“编号

-2”，依次类推。 

（2）撤展证一定要妥善保管，以防丢失。 

馆内分三个区域，传统陶瓷、现代陶艺、日用陶瓷，传

统陶瓷组内划分了省份，请按照自己申报的类别将作品摆放

到自己所在省份区域内，并将作品桌签摆放至参展作品前。

如不明白摆放何处，可咨询馆内服务人员，在服务人员带领

下摆放到指定位置。现代陶艺、日用陶瓷两类未划分省份，

可自由摆放。注：瓷板在靠墙处有专门的摆放区域。 

（三）撤展 

撤展时请凭参展证和撤展证进馆内撤展。 

五、联系方式 

1. 主办单位：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肖艳娜：18910262605 

张文启：13315530203 

2. 会展服务：杭州西湖国际博览有限公司   

苏适（13588333341）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2018 年 10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