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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充足

近千件精品任您挑

从古至今，青瓷以它独特的风格，在

中国的“瓷器界”独树一帜。优美的青瓷

作品，拥有翡翠的秀色、碧玉的润泽。我

国有五大出产青瓷的瓷窑系统，其中，传

承了1600多年的龙泉青瓷， 以釉色青如

玉、明如镜、声如磬受到众多爱好者的喜

欢。古代的青瓷多以祭品、礼器、茶具为

主，少有日用品，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和人们生活观念的转变， 现代的青

瓷制品已经变得更接地气了。

“这是我们首次与买够网合作推

出专场特卖会， 我们准备了充足的现

货， 光是茶具和餐具加起来都有数百

件。”供货商介绍，为满足蓉城市民的

多样化需求， 本次特卖会上将展售近

千件龙泉青瓷制品，以茶具、酒具、餐

具为主，此外还有香器、花器、文具、摆

件等。其中，最受茶艺爱好者关注的龙

泉青瓷茶具，不仅有彩绘盖碗套装，还

有单个的茶杯、茶缸、茶叶罐、茶匙等，

釉色高雅，风格各异，格调清新，玉质

感强，每一件都美不胜收。无论您是想

购买青瓷器，还是专业鉴赏，亲临现场

必将满意而归。

优惠给力

龙泉青瓷低至50元

既然是特卖会，又是工厂直销价，那

么这些龙泉青瓷制品的价格到底会低到

什么程度？供货商提前给大家揭秘：总体

价格来说，同样品质的龙泉青瓷，特卖价

比商场便宜40%~50%。“一套包括公道

杯、茶漏、盖碗、碗碟、杯子在内的龙泉青

瓷茶具，商场售价在一千元左右，但在我

们这里，直销价只要五六百元。这是因为

在商场，除了进场费、宣传费和人工费等

成本外， 一件青瓷制品从出厂到最终摆

上柜台， 还要经过多级经销商层层加

价。” 而在本周五、周六、周日举行的龙

泉青瓷特卖会上， 这样的价格坚冰将被

打破，挤掉中间环节的加价水分，让市民

朋友以最实惠的价钱买到心仪的龙泉青

瓷制品。

笔者在供货商提供的一份价目表上

看到， 此次特卖会上还会有一部分青瓷

制品进行超低价特卖： 比如， 一套名为

“醉爱”的茶器组合，市场价258元，而在

特卖会上，您只需花99元就能买到；一款

名为“富贵牡丹”的餐具组合，市场价

620元，特卖价只要240元；一款名为“粉

雕玉琢”的餐具组合，市场价620元，特

卖价同样只需240元。另外，还有一些特

价青瓷制品低至50元。 这样的青瓷制品

不论是自用还是买来送人， 都是既有品

质又相当划算哦。

（余兰）

明起三天 来特卖会淘龙泉青瓷

买够网特卖会明起开幕，茶具、酒具、餐具、摆件等近千件正宗龙泉青瓷制品工厂价直销

浙江龙泉的青瓷是中国瓷品中的

一块瑰宝， 史称中国五大名窑的官窑、

哥窑、汝窑、定窑和钧窑中的哥窑，指的

就是龙泉的青瓷。

龙泉青瓷有哥窑和弟窑之分。哥窑

特点是黑胎厚釉， 瓷器釉面布满裂纹，

呈现金丝铁线、紫口铁足的特征。由于

窑温不易控制，优等青瓷极难得，往往

成为帝王将相专用；弟窑的特点是白胎

厚釉，外形光洁不开片。弟窑瓷品青如

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赏之让人

心情畅然。

龙泉窑在南宋时烧制出了晶莹如玉

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标志着龙泉青瓷

达到了巅峰。

龙泉青瓷曾经扬名海内外，受到世

界各地名流的追捧。法国巴黎有一家以

收藏瓷器闻名于世的博物馆，在它收藏

的几乎涉及中国瓷器史整个体系的一

万二千多件瓷器中，就有许多是龙泉青

瓷。在今天的世界各大博物馆，只要收

藏瓷器，几乎都会有龙泉青瓷。

龙泉窑，成对，

梅子青、 粉青釉组

合， 碗心以紫金土

制福字纹样， 寓意

福星高照， 大吉大

利。 另配有精巧筷

子，礼品装，为朋友

交往、祝福之佳品，

尤适合新人婚宴 、

乔迁之喜！

龙泉窑，粉青釉，对杯，其一为露胎，紫金土

修饰，斜切底座，造型别致，咖啡、红茶之佳皿。茶

余饭后，佳人有约，满心欢喜，溢然而来。

问：我一直对茶艺情有独钟，

最近正好想再买一套青瓷茶

具，你们的青瓷品质如何？

答：

本次特卖会上的青瓷

产品均是正宗浙江龙泉原产地

青瓷，质量好、造型美观、实用

性强， 每一件都是生活与艺术

完美结合的精品。

问： 古代的龙泉青瓷具有

较高的收藏价值， 而现代的龙

泉青瓷又有何特点呢？

答：

古代的龙泉青瓷多为祭

器和礼器，少有日用品，以线条取

胜而不是图案花纹。 现代的龙泉

青瓷在继承和仿古的基础上，更

有新的突破，研究成功紫铜色釉、

高温色釉、虎斑色釉、赫色釉、茶

叶末色釉、乌金釉和天青釉等。在

工艺美术设计装饰上，有着“青瓷

薄胎”、“青瓷玲珑”、“青瓷釉下

彩”、“象形开片”、“文武开片”、

“青白结合”、“哥弟窑结合”等。现

代青瓷烧制的器形多为日用品。

桂

花

茶

香

组

合

龙泉窑 ，梅子

青釉 ， 七件套 。样

式 灵 巧 ， 格 调 婉

约 ， 做工细腻 ，手

感佳 。本套茶具外

型嵌丹桂图案 ，瓦

当 式 茶 托 属 新 创

型，方便、合理 、实

用，为最大特色。

龙泉青瓷，魅力在哪？

龙泉窑， 梅子

青釉，八件套。该产

品曾获国家礼品设

计大奖， 造型简朴

大方， 釉色沉静典

雅。 茶壶柔和圆润

的曲线， 孕育着生

命的甘泉。

乳

钉

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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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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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盛会”

软装行业发展高峰论坛阵容强大

据悉， 由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

四川省广播电视台四川文艺广播主办，乐城

乐家ART� PARK承办，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家居行业推进中心、四川省轻工业设计师联

合会、广东省建筑软装饰行业协会、成都市

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全程支持的本次“2015互

联网＋中国软装饰品（首届）行业发展高峰

论 坛 ” 暨 乐 城 乐 家·Art� Park 软 装 谷

PC/APP端全球招商发布会阵容之强大，规

格之高，在行业内实属罕见。

6月28日论坛现场特设在成都香格里

拉大酒店二楼巴蜀郡宴会厅， 除了档次够

高，参会人员阵容也十分强大。届时，中国

成都青白江区相关领导也将应邀出席本次

论坛。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广东省

陈设艺术委员会、浙江省红木产业协会、顺

德家居品牌联盟、四川省广东商会、四川轻

工业设计师联合会、 成都市建筑装饰行业

协会等领导都将出席。

“与郎共襄”

郎咸平或将与你共话财富新机会

“2015互联网＋中国软装饰品（首届）

行业发展高峰论坛”暨乐城乐家·Art� Park软

装谷 PC/APP端全球招商发布会最大亮点，

就是邀请到了郎咸平现场主题演讲，这位颇

受争议、“最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 来过成

都多次，而且总是语出惊人。这一次他将在

论坛上抛出哪些观点？

据组委会透露，这一次郎咸平来蓉的主

题演讲将会从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互

联网＋地产，互联网＋软装饰品”这方面切

入。以往郎咸平更多的对黄金、楼市、股市等

投资热点发表观点，此次出现在软装行业发

展峰会上的他， 是不是会用最权威的经济、

金融观点，透析家居行业？下一个财富新机

会是否就是软装行业？

之前，就有专业人士分析，在未来，基于

传统行业和互联网结合的领域，金融、医疗、

健康、软装等行业的垂直细分领域，都将可

能成为下一个千亿级公司。“软装+电商”大

有可能成为未来财富新机遇。

“巅峰对话”

各路专家探讨软装行业何去何从

事实上，中国地产行业已经走过黄金十

年，大家居产业的渠道建设经过十多年的极

速扩张，竞争完全白热化，体量过剩，多个大

中城市专业市场已经达到人均１平方米以

上，软装饰品将是大家居产业链条中渠道建

设的最后一块蛋糕。此次论坛上，组委会也

特别邀请到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家居推进中

心主任王军，广东省建筑软装饰行业协会会

长吴家裕，四川省轻工业设计师联合会秘书

长胡涌泉以及顺德家具品牌联盟主席周振

扬等各路行业专家到场发表演讲。

中国软装饰品从过去一个家具行业

的配套品类通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

产业，全国除深圳艺展中心外，尚无成熟

的流通渠道，这也是限制行业发展的核心

所在。专家们将在此次论坛上全面分析中

国软装饰品行业现状、 发展以及未来，深

度探讨在互联互通的新时代背景下软装

饰品行业的发展何去何从？

而四川是全国家具生产大省， 近6000家

企业展厅的软装饰品更新与补充采购需求、

整个西部有着超过20万经销商软装饰品更

新与补充采购需求以及成都1400万人口的软

装饰品需求如何满足？这些课题都有待业内

人士共同研讨与解决。此次论坛必将成为家

居行业年度盛会，更是软装行业的一次“巅

峰对话”。

“软装O2O来了”

软装谷PC/APP端将正式对外发布

乐城乐家·Art� Park软装谷 PC/APP端

全球招商发布会也是此次高峰论坛中的重

要部分。

“互联网+”行动计划，为中国传统企业

的新时代发展注入新的内涵，也给软装饰品

行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如何互联网＋地

产、互联网+软装饰品，为中国软装饰品行业

找到新的发展模式，这也是本次活动的目的

之一。

借此论坛，乐城乐家也将现场分享他们

关于互联网＋软装饰品思路实践探索的成

果。活动现场，一个命名为“ART软装谷”集

PC端和APP端的电子商务平台将正式对外

亮相，宣布全球上线。

据了解，“ART软装谷”是乐城乐家商

业集团“四核双线”战略中的线上专业电

商平台，以“C2B”为商业模式，以“让设计

师成名，让厂商成功，让顾客得实惠”为宗

旨， 是一款基于PC端和移动APP端应用新

技术，以整合室内设计平台、建材产品交易

平台、软装产品交易平台、家居产品交易平

台、设计师、装修机构、有装修装饰需求的

消费者、物流、仓储等各方有机结合于一体

开发的综合性跨界互联网专业电商平台。

将让消费者以更合理更低的价格， 享受到

集家居设计、房屋装修、产品采购等方面更

高品质的完全个性化中高端定制服务的

020电商平台。

有业内人士分析，这一专业O2O平台的

建立，不仅仅是解决“成都作为西南重镇、

软装饰品新兴的重要消费市场，却无专业的

软装饰品展示与交易平台”的问题；更是在

互联网+时代为软装行业找到了可持续发

展的整合性新模式，为更多软装产业、设计

机构、生产企业、经营商户提供有效支持。

（曾婷）

1986年获得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

博士。郎教授曾经任

教于沃顿商学院，密

西根州立大学，俄亥

俄州立大学，纽约大

学和芝加哥大学。目

前是香港中文大学最

高学术级别的首席讲

座教授。 郎教授是国

际知名的公司治理和

企业战略专家， 其学

术论文不但深受国际

学术界的重视， 他也

在2003年被列入世界

经济学家名人录。郎

教授2001年进入内地

以来，其观点独特，所

分析的企业案例包括

名噪一时的德隆和格

林科尔深受业界重

视，不但具有诊断性，

同时更有预见性。

郎咸平要来成都 共话财富新机会

6月28日2015互联网+中国软装行业发展高峰论坛将在蓉城举行

“读者专享通道”开启，拨62777888可免费索票，数量有限

本周日，成都又将刮起一阵飓风！

6

月

28

日知名财经专家郎咸平又要来成都！素有“郎旋风”、

“郎监管”之称的他，这一次来蓉是否会再度共话财富？

一场难得的财经盛会———由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 四川省广播电视台四川文艺广

播主办，乐城乐家

ART PARK

承办的“

2015

互联网

＋

中国软装饰品（首届）行业发展高峰论坛（以

下简称‘论坛’）”暨乐城乐家·

Art Park

软装谷

PC/APP

端全球招商发布会，将于本周日（

6

月

28

日）

下午

13

：

00

，在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巴蜀郡宴会厅举行。郎咸平将出席本次峰会，把脉未来经

济发展走势，探讨新经济形势下的财富新机遇，分析互联网

+

时代下软装行业未来趋势。

另外，笔者从活动组委会了解到，此次论坛采用业内邀请免费赠票形式，为了满足更多软装企

业老总、高管，或是投资者的需求，组委会特开通“读者专享通道”，成都商报读者可拨打组委会热线

028-62777888

索取门票。由于场地、票数有限，有兴趣的抓紧报名，组委会认证身份后方能出票。

主讲嘉宾

郎咸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