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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从器型到画面

凸显不同地域审美

在琳琅满目的瓷器中，硅元
陶瓷展厅内由100多件餐具组成
的“光耀盛世”系列吸引了来宾
的驻足欣赏，这套餐具将丝绸之
路元素绘制其中。

“瓷器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
个重要的商品，也是文化与艺术
交流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在创
作过程中，对这套主题餐具从器
型到画面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在
元素与色彩的使用上也力求在
统一的风格下，凸显不同地域与
民族的审美风貌。”

据设计师毛晓东介绍，这
次设计的主题，主要是通过陶
瓷这一载体，对“一带一路”进
行文化与艺术方面的表达。画
面装饰以金色和蓝绿为主色
调，主画面设计凸显“一带”与

“一路”，以路上丝路和海上丝
路为主要设计元素，有航船海
浪、驼队沙丘、凤衔牡丹和九色
鹿祥云四种图案组成。航船海
浪代表海上丝路的扬帆远航，
驼队沙丘代表路上丝绸之路，
凤衔牡丹代表中国传统吉祥文
化，九色鹿祥云代表文化交流
与融合。整体代表丝绸之路所

体现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及
所传递的祥瑞繁荣与盛世太
平。

“水晶骨瓷的画面是根据
‘一带一路’主题设计出来的，这
套陶瓷因此被命名为‘一带一
路’，整个陶瓷画面全是手工描
金。”在泰山瓷业展厅，泰山瓷业
的工作人员贾先生介绍。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套瓷器
的画面采用世界地图和扬帆的
画面展现，生动地体现了古代的
丝绸之路。“我们的陶瓷注重在
传统技艺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贾先生说：“下一步，企业将
向文化产业方面转型，挖掘更多

的文化实力。

生态瓷可抑菌

餐具有了冰箱功能

中强瓷业的一组鲁青餐具
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前来参观。记
者看到，从外观上，整组餐具与
其他陶瓷看起来并无差别。齐鲁
晚报记者采访了中强陶瓷主管
销售的郭女士，“这套陶瓷制品
新颖之处在于它是一组‘生态
瓷’。”郭女士对记者说，生态瓷
的核心技术可以消灭有害菌，活
化水，分解油分子。表面更光滑
更容易清洁，同时释放负氧离子

增加空间的含氧量。郭女士现场
用负氧离子测试仪现场对瓷器
进行测试，当测试仪放入瓷器杯
口中时，负氧离子的浓度达到了
每立方米近三万个。生态瓷具有
的抗菌功能，可抑制细菌在瓷面
上滋生繁殖，可延长食物保质
期。

“这套生态瓷实用度高，生
态瓷酒具会明显改变酒的气味
和口感，将白酒倒进瓷杯里，稍
等片刻后饮用，酒浓烈的辣味会
被减淡，口感变得醇香顺滑，并
可降低酒对身体的伤害。”郭女
士说，这项技术的应用在全国乃
至世界都居领先的地位。

市民通过定制软件

体验制瓷全过程

本届陶博会，兆霞陶瓷带来
的“哇陶定制”软件满足了市民
的创造欲，市民可模拟手工拉
坯、高温烧成全过程。

齐鲁晚报记者走至电子
屏幕前，进入“哇陶定制”页
面，点击“创造”选项。一个正
在高速旋转的陶坯映入眼帘。
记者将手放置在大屏幕上，可
以通过上下左右四个方向来
调节坯的高低、粗细。当调整
出自己喜欢的形状后，记者选
择“烧制成瓷”，刚刚手工模拟
制成的坯，经过1280℃高温烧
制成瓷。接下来，可以根据屏
幕上方的不同花样、图案来点
缀瓷器外沿，能通过自主输入
文字作底款。

据兆霞陶瓷招商部经理赵
东岳向记者介绍，点缀外沿、落
底款后，还需用780℃高温进行
第二遍烧瓷。二遍烧瓷可避免花
色、落款等脱色。而当二遍烧瓷
结束后，就可以填写订单购买
了。赵东岳说，根据瓷器尺寸、复
杂度等的不同，系统会自动出
价，但价格最高不超过200元。

赵东岳说，该软件自今年3
月份一经推出，就受到了不少消
费者的喜爱。截至目前，已接收
了百余个订单。

本届陶博会亮点纷呈，新科技与传统技艺结合，展现陶瓷产业蝶变

““一一带带一一路路””主主题题融融入入陶陶瓷瓷设设计计
9月6日，第十七届中国(淄博)国际陶瓷博览会暨山东省第十六届广告节在中国陶瓷科技城开幕。齐鲁晚报记者在

现场发现，本届陶博会亮点颇多，不少陶瓷展品融入了“一带一路”的主题，以陶瓷为载体，表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还
有不少体现科技元素的展品吸引观众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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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皇城一中初一新生军
训汇演成功举办，初一新生家长
到校观看了汇演并给予了高度
评价。汇演过程中，铿锵有力的
口号、规范整齐的步伐以及饱满
的精神面貌，无不展现出青春少
年的虎虎生气。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新生军训汇演成功

张店六中：

优化育人环境

日前，沂源县荆山路小学在
历山街道教体办部署下，组织全
体党员、干部及青年教师参观

《李振华事迹展馆》。（刘成学）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草埠中
心完小组织学生与家长共同观
看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推
出的《开学第一课》。 (张素香)

张店六中充分利用暑假，加
强基础设施及校园环境建设。重
点完成了北楼1-4层新建厕所4
间。改建教工之家一所。扩建停
车场一处。新建雕塑一处。北楼
迁移机房、监控室，对原有网线
重新布线近千米。 (黄友珍)

为充分调动和发挥教师的
积极性，进一步优化学校及班
级的管理，近日，大张学校组织
开展新一轮教师竞聘上岗工
作。旨在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
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工作的积
极性。 (国旭）

张店区大张学校：

开展竞争上岗动员工作

淄川区黑旺中学：

开展新生军训活动

新学期开始，黑旺中学开
展了为期五天的初一全体新生
军训活动。旨在磨练同学们的
意志，培养同学们坚忍不拔、吃
苦耐劳的精神，增强学生的集
体意识、组织纪律观念及抗挫
折的心理承受能力。（张翠平)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法
律意识，近日，齐都中心小学开
展了“普法教育宣传月”活动。
通过“模拟法庭”公开展演，加强
学生的法制观念；国旗下讲话和
主题班会，对学生进行法律知识
的普及和指导。 （谭建霞）

临淄区齐都中心小学：

开展普法宣传月活动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收看《开学第一课》

近日，房镇中心小学组织全
体学生收看中央电视台公益节
目《开学第一课》。旨在引导学生
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
中国自信的源泉，培养他们爱祖
国、学习传统文化热情，发扬中华
传统精神，共筑中国梦。(张大鹏)

针对新学生在短期内很难
适应小学学习生活的现状，近
日，花沟学区各小学进行了新学
生入学教育。“上课铃声响，快快
进课堂，起立要站直，坐正不乱
晃，……”这是学生在学习《课堂
学习要求歌谣》。 (刘会聪)

高青县花沟学区各小学：

对新学生进行入学教育

临淄区高阳中学：

新建餐厅投入使用

高阳中学新餐厅在新学期
开学伊始接近完工，但餐厅设施
仍有多处不到位，新任校长许金
润同志一上任就带领全体男教
工齐上阵，在学生开学前将新餐
厅的运营整理到位，解决了师生
的就餐问题。 （王雪艳）

日前,康平小学全体教职工
在庄严的国旗下举行了宣誓上
岗活动。全体教职工立志献身祖
国教育事业,修身立德,为人师表,
为全体学生美好未来,奉献全部
智慧和力量。旨在增强教师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郭林泰)

临淄区康平小学：

教职工宣誓上岗

参观《李振华事迹展馆》 开展观看《开学第一课》

为加强家校合作，帮助家长
掌握辅导孩子的正确方法，桓公
小学在开学伊始，举办了新生入
学家长会系列活动。班主任们向
家长介绍了学校的发展特色、办
学思路及教育新理念，让家长们
对学校有了新认识。 (杨阳)

临淄区桓公小学：

举办新生家长会活动

沂源县石桥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消防安全教育

日前，石桥镇中心幼儿园
召开了“消防安全教育”主题班
会。通过看防火视频、唱防火歌
谣、识消防安全标志、讲消防安
全故事等形式，充分认识火灾
的危害性，懂得如何预防火灾、
报火警、自救逃生等。(段良娟)

8月29日，沂源三中学生和
家长共上开学第一课。就校园、
上下学、食品卫生及防溺水、交
通等进行安全教育。（江秀德）

家长共上开学第一课

开学第一天，沂源县鲁村镇
中心幼儿园通过播放影像资料、
读儿歌、讲故事等形式使孩子们
了解更多安全知识。 (唐家花)

上好精彩“开学第一课”

近日，沂源县沂河源学校小
学部和初中部分别召开了“新学
期，我能行”和“新学期，新梦想”
主题班会。（高学忠 李文华）

主题班会迎新学期

为了让孩子们在家度过一
个平安、健康、有意义的假期，提
高幼儿在假期的安全防范意识，
尤其“防溺水”意识，崔张幼儿园
利用暑假时间进行了“撑起平安
伞，安全提醒送到家”为主题的
家访活动。 (周鹏 马静)

高青县田镇崔张幼儿园：

撑起暑假防溺水平安伞

张店区铝城一小：

举行开学典礼

近日，铝城一小举行开学典
礼暨名誉校长聘请仪式，聘请张
瑞东同志为铝城一小名誉校长。
同时胡校长宣布了本学年的改
革举措，强调大力开展课外阅
读，号召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高峰）

桓台县田庄中学：

新老结对子共成长

近日，田庄中学举行了九
位优秀教师被聘为九名新教
师的指导老师拜师仪式。据
悉，多年来，该校一直致力于

“青蓝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优秀教师与新教师结对
子，加强集体教研。（于春苗）

张店区马尚一中：

开展“安全教育月”活动

近日，马尚一中开展“安全
教育月”活动。旨在关注学生身
心健康，进一步强化学校安全
管理，培养师生人人关心安全
教育、人人参与安全管理、人人
遵守安全制度的意识，实现安
全“零”事故的目标。（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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