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德镇”以宋代皇帝年号得名

从江西省会南昌市乘旅游大巴，
只两个多小时就进入景德镇市界。 随
行的 “地导” 小张是景德镇人， 对家
乡的历史与文化颇有了解。 一路上，
他不停向游客介绍景德镇的历史文
化， 使人未到 “瓷都”， 已对景德镇
有了大致的了解。

据小张介绍 ， 景德镇为千年古
镇 ， 宋代之前 ， 曾称新平镇 、 昌南
镇 、 陶阳镇 。 到了宋代 ， 形成汝 、
官、 哥、 钧、 定五大名窑。 由于这里
烧制的瓷器 “土白壤而填， 质薄腻，
色滋润 ” ， 真宗景德年间 ， 即公元
1004-1007年， 皇帝赵恒命这里的窑
厂为皇家制造御用瓷器， 并要求所制
器物底部印有 “景德年制” 四字。 由
于 “其器光致茂美”， 真宗甚是青睐，
遂将当时所称的 “昌南镇 ” 赐名为
“景德镇”， 且延用至今。

景德镇所制瓷器以 “白如玉、 明
如镜、 薄如纸、 声如磬”而闻名，其中
的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被合称为
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驰名中外。

小张的介绍既有历史考证， 也有
趣闻掌故， 时而说上几句赣北方言，
唱上几句赣北采茶戏， 对我们这些初
到景德镇的游客来说， 真是别有一番
情趣。

不经意间， 旅游车已缓缓驶入景
德镇市区， 但见街道两旁最多的店铺
是大大小小的瓷器商店， 有的店铺门
前还放置了不少的瓷器， 景德镇被誉
为 “瓷都”， 真是名不虚传。

陶瓷厂里领略千年制瓷工艺

旅游车驶入一家陶瓷厂， 小张告
诉大家， 这是景德镇市一家知名的陶
瓷生产企业， 请大家先参观一下陶瓷

生产车间， 领略景德镇的千年陶瓷制
作工艺。

走下旅游车， 我们进入陶瓷生产
车间， 只见工作台前工人们正专心致
志地在已烧制好的陶瓷上绘制图案。
我凑到一位老师傅面前， 仔细观察他
的绘制技术， 并趁他暂短休息时， 请
教有关瓷器的知识。 他介绍说： 景德
镇瓷器的工艺程序及行当繁多 ， 有
“过手七十二， 方可成器” 和 “八业
三十六行” 之说， 主要制作程序分练
泥 、 拉坯 、 印坯 、 利坯 、 晒坯 、 刻
花、 施釉、 烧窑、 彩绘等， 现在这道
程序叫 “釉上彩”， 也就是在已烧成
瓷的釉面上描绘纹样、 填彩， 再入红
炉以低温烧烘， 而温度在700-800度
之间。

走出车间， 我们来到陶瓷产品陈
列室， 一边听小张的讲解， 一边欣赏
着各色陶瓷制品。 面对满室生辉的一
件件美瓷 ， 大家不由得发出阵阵惊
叹： 真是太美了！

徜徉在这陶瓷的世界里， 使人大
开眼界， 各色陶瓷制品琳琅满目， 在
各色彩灯的映射下， 流光溢彩， 美不
胜收。 原以为陶瓷制品只是生活用品
和简单的陈设器物， 没想到竟有极高
的艺术价值。 端详每一件瓷器， 无论
从哪个角度看过去， 都是光泽闪亮，
给人一种高雅清新之感。

短短的一个小时参观， 令人目不
暇接 ： 青花瓷釉色晶莹 、 透彻 、 素
静、 雅致， 以一种飘逸出尘的姿态，
令人心动； 粉彩瓷颜色柔和， 画工细
腻工整， 古朴典雅， 画面充满着浓郁
的民族特色； 雕塑瓷造型优美、 形神
兼备、 千姿百态、 栩栩如生。

“陶瓷第一街”上觅精品

“瓷都 ” 之行的最后一个 “项

目” 是逛陶瓷市场， 因为每个人来此
的目的都想挑选几件精美的陶瓷制
品， 或装饰家居， 或为实用， 或送给
亲朋好友。

在小张的引导下， 我们来到 “陶
瓷第一街”， 这里既是欣赏陶瓷艺术
品的好去处， 也是出售陶瓷制品商家
最多的地方。 小张是个热心人， 他告
诉大家， 陶瓷制品分高、 中、 低不同
档次 ， 选购瓷器有 “四字诀 ” ， 一
“看”， 要将瓷器上下内外细细观察一
遍， 看看有无瑕疵、 裂痕； 二 “听”，
即听轻轻弹叩瓷器时发出的声音； 三
“比”， 就是比较、 甄别， 即比款式、
比价格、 比包装； 四 “试”， 即试盖、
试装、 试验。 他还告诉我们如何砍价
儿， 最后大家相约一个小时后在街中
的餐厅相聚。

“陶瓷第一街” 长达数百米， 两
旁密集林立着数十家陶瓷专卖店。 走
走停停， 出出进进， 我逛了好几家瓷
器店， 那琳琅满目的瓷器令人眼花缭
乱 。 转了半天 ， 也没想好要买些什
么？ 忽然发现一家店铺里的瓷器小摆
件儿格外新颖， 于是走了进去。 在看
了又看， 选了又选之后， 选中一个仿
古青花瓷赏瓶， 一个仿官窑青花瓷、
一个青花盘 ， 还有一只白色雕塑瓷
兔， 虽不是什么珍品， 但器形美观、
色泽素雅 ， 以此装饰书房 ， 也算是
“附庸文雅”。

不多时， 大家相聚在街中的餐厅
前， 每个人都是满载而归， 其中购买
茶具、 餐具、 摆件的居多， 并对自己
所选购的器物爱不释手。

“瓷都” 之旅， 匆匆而行， 虽是
走马观花， 但领略了景德镇的陶瓷文
化与艺术， 这里集中国古瓷之精华，
汇天下名瓷之大成。 “瓷都” 寻瓷，
其乐融融！

■■人人在在旅旅途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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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都”景德镇寻瓷

记者6日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
（简称 “北京铁路局”） 获悉， 北京即将开
行前往阿尔山的旅游专列。

这趟名为 “梦幻冰雪号” 的旅游专列
由北京铁路局、 阿尔山市人民政府、 中国
铁道旅行社联合开行， 开行时间在12月23
日。 专列全程运行5天，游客可以深度游览
阿尔山森林公园、不冻河、冰雪十里画廊等
景区，体验滑雪、滑冰、冰爬犁等冰雪运动
项目，享受冰雪温泉、特色火锅等。 专列配
备新型改造包厢，更加舒适，并有医护人员
和旅行社工作人员随车陪同服务。

旅游专列是北京铁路局以铁路助力扶
贫的举措之一。 阿尔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冬季的阿尔山银装素裹万里雪
飘， 是旅游热门目的地， 有 “童话之堡”
美称的阿尔山火车站就坐落在这里。

■■旅旅游游资资讯讯

北京即将开行
前往阿尔山的旅游专列

□户力平 文/图

约 稿【休闲生活】

或是对一个城市的深入解读，
或是对一条旅游路线的亲身体验，
或是旅途中感受的风土人情、 历史
文化、 吃喝玩乐……本栏目注重记
录旅途中的美好过程，以玩家身份
为读者旅途生活提供服务 。字数
在1000-1500字。 要求有小贴士，有
图片。

【驴友笔记】

这里不是泛泛的游记， 而是旅
途中的风光景致、 人文历史、 游历
故事所引发的情思、带来的感悟。就
像品一杯清茶，淡淡悠远。本栏目注
重旅途故事和旅途感悟的分享，为

您提供一个休憩的场所 。 字数在
600-800字内。

【美景分享】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景
点，无论是专业相机还是手机拍摄，
只要图片精美， 再精美， 标明拍摄
地，文字风格活泼生动，吸引人，都
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 要求大图、
100字以内的图说。

随着我国北方冬季旅游逐渐升温 ，
最北省会城市哈尔滨近日开展涉旅市场
监管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针对价格虚高、
无资质经营、 违法广告误导消费者等九
类行为严查严办， 优化旅游市场环境。

据了解， 整治行动将围绕“九查九整
治”发力。 即一查资质，整治旅游市场无照
经营和不亮照经营行为；二查品牌，整治
假冒商标等违法行为；三查质量，整治销
售不合格产品等行为；四查广告，整治违
法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行为； 五查价格，
整治不明码标价、价格虚高等行为；六查
经营，整治商业贿赂违法行为；七查维权，
整治投诉举报机制落实不到位行为；八查
计量器具，整治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等计
量违法行为；九查特种设备设施，整治游
乐设施等不安全使用行为。 （新华）

为了进一步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 满足大众多元化出游需求 ， 天津市
文化和旅游局近日对外发布十大主题40
条旅游精品线路， 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
供出游参考。

本次线路设计深入挖掘展示天津文
化和旅游资源， 推出文化博览游 、 名人
故居游、 亲水休闲游、 山野名胜游 、 津
夜荟萃游 、 红色记忆游 、 津城工业游 、
网红打卡游、 冬趣风情游 、 京津冀主题
游十大主题 ， 共计40条旅游精品线路 ，
串联起天津全市知名旅游景区 、 文博院
馆、 人气夜市与城市时尚打卡地。

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许多著名历史人物在此建有住宅或短暂
居住。 以此次推出的名人故居主题游为
例 ， 该主题共包含2条线路 ， 穿行庆王
府、 觉悟社纪念馆、 李叔同故居纪念馆、
梁启超纪念馆、 曹禺故居纪念馆 、 尔宝
瑞蜡像馆、 意大利风情旅游区 、 五大道
博物馆等 ,广大游客既可以探访这些名人
故居， 感受曾经的气息 ， 聆听宅院中那
一段段历史， 也可以逛夜市、 看灯光秀、
游海河、 品美食， 体验五彩缤纷的 “天
津夜生活”。

天津发布十大主题
40条旅游精品线路

哈尔滨整治冬季旅游
市场九类违法违规行为

久闻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景德镇
有 “瓷都” 之称， 与广东佛山镇、 湖
北汉口镇、 河南朱仙镇并称 “中国四
大名镇”， 其烧造瓷器的历史已有上
千年， 于是其将列为 “赣北之旅” 景
点之一， 慕名前往， 并准备寻觅几件
心仪的器物， 以为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