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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陶会”
刮起设计风暴
助力佛山陶走向世界
佛山陶艺建陶设计周将于 18 日开幕，
再度以设计为媒推动文产深度融合
一年前，禅城率先提出“设

2018 佛山（禅城）陶艺·建陶设计周暨陶瓷艺术周

计助推智造”的新目标，并在佛

/主体活动/

山（禅城）陶艺·建陶设计周暨陶
瓷艺术周（简称“佛山陶艺建陶

●2018 佛山（禅城）陶艺·建陶设计周暨陶瓷艺术周开幕式
10月18日上午 南风古灶龙窑广场
●2018 佛山（禅城）陶艺·建陶设计周暨陶瓷艺术周晚会 10
月18日晚上 金马剧院

设计周”
）上首次发布。
一年来，在“设计+”的引领
下，禅城快速集聚起一批设计人
才，吸引一批团队入驻，迅速在

/三大高端活动/

粤港澳大湾区中确立了“禅城设

●“大设计，
新动能”
研讨会 10 月 18 日下午 佛山皇冠假日
酒店万豪殿
●尖锋对话，
创产互融——中国百家陶瓷企业设计总监大
会 10月19日上午 中国陶瓷城五楼
●“中国雕塑石湾陶”学术研讨会 9 月 28 日下午 柏林艺
术馆

计”的口碑与品牌。
今年 10 月 18 日，2018 年佛
山陶艺建陶设计周将在石湾中
国陶谷再次开锣。今年继续围
绕“设 计 助 推 智 造”主 题 ，举 办

/五项赛事/

“三大高端活动、五大设计赛事，
六大展览和一个收藏嘉年华”，
从学术研讨到高峰对话，从文化
传承到设计创新，从发掘人才到
产业对接，全方位促进文化与产
业的深度融合。

一年成效

引入高端设计资源
“设计+”渗透制造业

9 月 27 日，
“佛山市清美工业设计
策略与原型创新研究所”在广东省（佛
山）软件产业园揭牌，
被誉为
“中国工业
设计之父”
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柳冠中
教授，
带领设计团队正式入驻石湾西片
区。
柳冠中团队的进驻，
是禅城区设计
产业迅速崛起的缩影。
一年前，禅城在全市率先提出“设
计助推智造”的目标，并在佛山陶艺建
陶设计周上首次发布。期间，
集合珠三
角九市和港澳地区设计人才与资源的
粤港澳大湾区设计联盟正式落户石湾
西片区，
由柳冠中出任荣誉会长。
一年来，
在
“设计+”
的引领下，
禅城
快速集聚起一批设计人才，
吸引一批团
队入驻，
迅速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确立了
“禅城设计”
的口碑与品牌。例如，
成功
引入清华大学柳冠中教授团队等一批
高端设计资源，并促成深圳浪尖集团、
意大利 SLS 等一批知名设计公司与本
土高校和企业开展合作，持续推动“设
计+智造”
融合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禅城从事
设计行业的各类双创人才已达两万多
人。设计资源的快速集聚，
为中国陶谷
乃至佛山市“以工业设计服务广东制
造、驱动转型”提供强大智力支撑。据
了解，过去一年，中国陶谷借助粤港澳
大湾区设计联盟这一平台，
就成功引入
10 余家设计企业和设计团队。目前，
中国陶谷已有设计类企业 118 家，
去年
全年设计行业总产值达16.8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禅城“设计+”正从
陶瓷产业向不锈钢、针织等传统制造业
延伸渗透，创意设计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
正成为禅城传统产业转型新支撑。
童服是禅城的传统优势产业。历
经多年发展，
祖庙形成了从设计、加工、
生产到资讯、物流、面辅料供应、电脑绣
花、印花等覆盖全链条的童服产业集
群，并获得“中国童装名镇”称号。目
前，
祖庙辖区内童装生产及相关配套企
业超过1200家，
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
“寻找你的设计师”首届佛山祖庙
童装设计盛典活动，以“企业+设计师”
的配对模式，定向选择 10 家有实力的
佛山童企和海选出 20 位设计师，双向
选择并组合，
根据企业风格和需求进行
定向设计创作并PK，
激发设计原创力。
据悉，
祖庙街道还将与全国高等专
业设计院校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
构建童装设计的产学研合作平台、打造
“校企合作”
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院校
顾问的长效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提升童装创新设计水平，做强“中国童
装名镇”
品牌。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8 日，
来自佛山本土 51 位陶艺界名家的 92 件作品在柏林艺术馆展出。

本届亮点

首次发布扶持设计产业政策
当前，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
作为制造业大市，
庞大的实体
经济是佛山发展的根基。佛山市
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提出，
要抢抓世
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
速演进和国家建设制造强国两大
机遇，推动佛山制造智能化升级，
实现从佛山制造走向佛山智造。
今年禅城区政府工作报告明
确提出，
要推动创意设计与制造业
深度融合，将陶瓷行业作为突破
口，打响“中国建陶·佛山设计”品
牌，推动“设计+”向不锈钢、针织
等传统制造业延伸。
志存高远，愿景招客。今年

10 月 18 日，
2018 年佛山陶艺建陶
设计周将在石湾中国陶谷再次开
锣。今年活动将继续围绕
“设计助
推智造”主题，举办“三大高端活
动、五大设计赛事，六大展览和一
个收藏嘉年华”，从学术研讨到高
峰对话，从文化传承到设计创新，
从发掘人才到产业对接，
全方位促
进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组委会表示，
希望通过陶艺与
建陶在国内外的领衔地位，
集聚国
内外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顶尖设
计力量，
带动提升禅城全产业的设
计水平，
助力禅城打造
“设计之都”
。
在 18 日早上举办的开幕式
上 ，将 举 办“ 服 装 陶 艺 ”创 意
show，以“服装＋陶艺”创意表演
形式，融合展现张槎针织、祖庙童

服、
建陶陶艺等禅城三大产业的设
计创新力量，
致敬佛山设计新生力
量。此外，
“佛山大家居创意设计
版权交易中心”将正式揭牌，本地
龙头建陶企业将与佛山清美公用
设计策略与原型创新研究所签约
开展项目合作。
为努力营造最适合创新、
最适
合创意设计人才集聚的环境，
禅城
还将首次发布泛设计人才扶持政策
和规模以上工业设计企业扶持政
策，
为设计产业提供一系列扶持。
当晚，
组委会还将在金马剧院
举办2018佛山（禅城）陶艺·建陶设
计周暨陶瓷艺术周晚会，
晚会根据
陶艺、
岭南、
科技三大主题要素，
分
为陶风瓷韵看佛山、
禅城文创最岭
南、
匠心同筑创未来等三大篇章。

而第二届佛山（禅城）陶文
化·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分为
陶艺类产品和旅游文创商品两大
领域，面向全国征集设计作品。
大赛自 2018 年 8 月 21 日启动，
截
至 9 月 25 日，共收到 780 套（合计
2360 件）作品。经过评委初评，
共
选出 150 套入围作品。评委将于
明日对入围作品进行终评。
赛展结合是陶艺建陶设计周
的一大特点。跟大赛同步，今年
陶艺建陶设计周将举办第二届佛
山（禅城）陶文化·旅游商品创新设
计大赛作品展等六大展览。其
中，
自 9 月 28 日起，
佛山市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暨陶艺名家精品展在
柏林艺术馆展出，展出佛山本土

/六大展览 /
●2018
“石湾杯”
青年陶塑（器皿）大赛作品展 9 月 20 日~10
月28日 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
●佛山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暨陶艺名家精品大展 9 月 28
日~10月28日 柏林艺术馆一楼
●石湾陶艺收藏回顾展和猪年陶艺生肖作品展 10 月 18
日~22日 新美陶
●第二届佛山（禅城）陶文化·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作品
展 10月~11月 陶·创客会馆
●设计+科技+泛家居作品展 10月~11月 陶·创客会馆
●“寻找你的设计师”第一届佛山祖庙童装设计盛典作品
展 10月~11月 稍后公布敬请关注

/石湾陶艺收藏嘉年华 /

赛展结合选拔优秀人才
围绕
“设计助推智造”
主题，
第
二届佛山（禅城）陶文化·旅游商品
创新设计大赛、
2018 首届中国（佛
山）泛家居科技·时尚设计创新创
业设计大赛、
“ 石湾杯”青年陶塑
（器皿）大赛、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尖
兵团科技+泛家居设计创新活动等
赛事已经在中心城区渐次铺开。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尖
兵团科技+泛家居设计创新活动 6
月启动，三个月内，吸引了大湾区
12 所高校 61 个项目的参与。
“石
湾杯”
青年陶塑（器皿）大赛共征集
参赛作品 398 件（套），参赛作者
296 人，遍及全国 21 个省、自治
区、
直辖市、
特别行政区，
以及韩国
和马来西亚。

●2018
“石湾杯”
青年陶塑（器皿）大赛 4月~11月 石湾
●2018 首届中国（佛山）泛家居科技·时尚设计创新创业设
计大赛 6月~10月 禅城
●第二届佛山（禅城）陶文化·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 7
月~10月 禅城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尖兵团科技+泛家居设计创新活动
6月 广州大学城、
禅城
●“寻找你的设计师”第一届佛山祖庙童装设计盛典 5 月~
10月 禅城

51 位国家级、省级陶艺大师和高
校教授、华裔雕塑家等陶艺界名
家的 92 件作品。而广东石湾陶瓷
博 物 馆 ，自 9 月 20 日 起 ，进 行
2018
“石湾杯”
青年陶塑（器皿）大
赛入围作品展览，展出 96 件（套）
大赛入围作品。
此外，今年陶艺建陶设计周
期间还将举办石湾陶艺收藏嘉年
华活动，让国内外来宾和市民更
好地体验石湾陶艺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还有，活动期间，
禅城将以六大展览为主线，串联
中国陶谷、陶瓷交易中心及旅游
景点形成
“文商旅”
旅游动线，
免费
穿梭巴士带领市民畅享设计之
都，
推动文商旅融合。

●佛山市石湾陶艺收藏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庆典 10 月 20
日 珠江渔邨
●石湾陶艺收藏家协会会员藏品竞投活动 10 月 20 日 珠江
渔邨
●石湾陶艺匠人交流附活动 10 月 18 日~22 日 新美陶公司
中庭
●藏品集散交易会 10月18日~22日 新美陶公司广场

大师聚首带来最新设计之道
在这场全国关注、湾区瞩目
的跨界盛会中，禅城将重点打造
两大高峰对话，
分别是
“大设计·新
动能”研讨会和中国百家陶瓷企
业设计总监大会。
“大设计·新动能”
研讨会到场
嘉宾有：被誉为“中国工业设计之
父”
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柳冠
中、
英国法尔茅斯大学设计系主任
葛特立教授、
浪尖设计公司创始人
罗成、
洛可可创新设计集团总裁李
毅超等设计界知名领军大腕。
中国百家陶瓷企业设计总监
大会将邀请国内外设计大师与企
业负责人、设计总监进行深度对
话，
为设计如何助推产业发展把脉
建言，
全面深化设计产业与建陶产
业合作。届时意大利知名产品设
计师朱塞佩·祖尼诺、景德镇艺术
家余乐恩等名家大师将出席大会。
这些设计界的名家大师将首
次聚首禅城，带来他们对设计界、
制造业创新、美学生活、艺术文化
等最新最前沿的趋势观察。如海
军将带来独到的观察，阐述最新
的设计与品牌的思考、并讲述数
据时代的设计创新之道；卢卡·罗

西将带来“诗意栖居，不可阻挡的
第四次浪潮”的主题演讲，讲述一
个设计师对未来居住趋势的新观
察；余乐恩则将为业界展示陶瓷
艺术的无限可能等。这些前沿的
热点课题和资讯，将汇聚成为一
股强大的
“禅城设计风暴”
，
引领粤
港澳大湾区创新的新风向。
此外，
18 日，
除举办佛山陶艺
建陶设计周外，禅城还将举办第
32 届中国(佛山)国际陶瓷及卫浴
博览交易会（下称佛山陶博会）。
禅城区有关负责人说，依托
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发达

的产业基础，今年继续把陶艺建
陶艺术周和佛山陶博会放在同一
个时段举行，一边主打市场与贸
易，一边是主打设计与研发，二者
交相辉映，推动佛山陶瓷产业向
“微笑曲线”
两端延伸，
助力佛山陶
瓷迈向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禅城将继续强化以
设计为纽带，力推陶瓷艺术与建
陶产业两张名片深度融合，探索
“文化+设计+产业”
的跨界融合之
路，打造世界级陶瓷产业创新中
心，推动佛山建陶产业向全球产
业价值链高端爬升。

■
“石湾杯”
青年陶塑大赛一等奖作品《一纸人生》。

■首届中国（佛山）泛家居科技·时尚设计创新创业设计大赛部分参赛
作品通过展板展示给观众。

文/珠江时报记者 陈颜梅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
“石湾杯”
青年陶塑大赛二等奖作品《亮变一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