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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ngdezhen becomes the world culture in the bright wonderful work because of its 

ceramic art with its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specific forms of expression. Ceramic art not 

only retains the Chinese nation's extraordinary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meaningful form" shows 
the pulse of the times, revealing the splendor of the Chinese culture. Provincial Sports Games will 

be held in Jingdezhen in 2018, the Sports Game of Jiangxi Province is the province's large-scale 
comprehensive sports event held every four years. This topic aims to use the ceramic art symbol, to 

create a unique provincial sports visual image, making the 2018 Jingdezhen Provincial Games 
become a unique, cultural heritage, a connotation of the provincial Games, an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further start the world Porcelain Jingdezhen city brand, realizing the pottery symbols is used in 
the provincial sports event visual image design, and strive to make the 2018 Provincial Sports 

Games become a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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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景德镇的陶瓷艺术以其精深的文化底蕴和特定的表现形式，成为世界文化中璀璨的奇葩。陶瓷艺术既蕴藏养中华

民族卓绝超凡的文化传承，又以“有意味的形式”彰显着时代的脉搏，透射出中华文化的神华异彩。2018 年省运会在景德

镇举办，江西省运动会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全省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本课题旨在运用陶瓷艺术符号，塑造独特的省运会视

觉形象，将 2018 年景德镇省运会举办成为有特色、有文化底蕴、有内涵的一届省运会，并且借此机会进一步打响世界瓷都

景德镇的城市品牌，将陶艺符号运用在省运会赛事视觉形象设计中，力争使 2018 年省运会成为历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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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陶瓷文化走出去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景德镇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同时更是

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有一套系统规范的符号体系，从造型、釉色、装饰、题材、风格等

都可以用符号进行表达，其中尤其以传统陶瓷的吉祥纹饰具有明显的符号和象征意义。通过符号很容易让

人看到其民族、地域、时代、文化特征，也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完全一致。景德镇要借省运会契机充分发挥

陶瓷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作用，凸显世界瓷都的品牌价值，加深世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为推动中华

文化走出去贡献“景德镇力量”。 

340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SSEHR), volume 117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ICoSS 2017)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收集并使用权威性较高的文献资料，包括符号学、陶艺符号、体育赛事、视觉形象设计等的专著、各

类学术论文、实物照片和图片、报纸期刊杂志、研讨会资料、网络资源，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进行整理、综

述、初步分析，探寻课题研究的事实基础、理论支撑、方法和思想启迪。 

2.2 考察法 

对中国大型体育赛事如，2008 年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2010 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2013 年第十二

届辽宁全运会、2014 年第十四届江西省运会等国内多级别大型体育赛事的视觉形象等进行考察和调研，获

取更多的第一手资料，考察 2018 年第十五届景德镇省运会场馆、项目等赛事元素，为研究开展提供完整

的事实和依据。 

2.3 专家访谈法 

根据研究需要，对有关陶瓷艺术相关专家、体育赛事相关专家等进行专门访谈和咨询，寻求更多专家

支持，探讨和请教相关问题，为本研究提供相关信息和拓展解决问题的思路，解决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 

2.4 归纳演绎法 

将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和考察、专家访谈等获得的各类资料、事实、信息统一进行归纳、分析和演绎，

对省运会赛事视觉形象进行构思及设计，使其融入陶艺符号。 

2.5 逻辑分析法 

对所收集到的资料采用了归纳、类比、综合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与研究。对陶艺符号、大型体育赛事

视觉形象设计进行归类整理，与景德镇本地实际情况进行实际密切结合，结合发展规律大胆创新设计。 

3 概念释义 

3.1 陶瓷艺术符号释义 

陶瓷艺术，既包括狭义上的陶器艺术，也包括瓷艺。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有一套系统规范的符号体系，

从造型、釉色、装饰、题材、风格等可以用符号进行表达，其中尤其以传统陶瓷的迹象纹饰具有明显的符

号和象征意义
1
。陶瓷艺术符号学是用符号学原理来解读各种陶艺符号意义以及探讨陶艺语高的学问，其

基本任务在于探讨陶艺语高的结构、陶艺木文的意义构成、陶艺语高与陶艺木文之间的关系，以及陶艺符

号发生功能的条件。陶瓷艺术符号，是国内大型体育赛事视觉形象设计中的中国特色元素，是中国传统文

化和璀璨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 

3.2 大型体育赛事释义 

大型体育赛事一般指国际的或者国内的，各种大型的、综合性的或者单项的运动竞赛。大型体育赛事

的特点是：级别高、规模大、投资多、主办单位的权威性强。 

4 陶瓷艺术符号在 08 年奥运会中的应用 

4.1 青花瓷艺术符号在 08 年奥运会中的应用 

青花瓷，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是中国陶瓷艺术的主流品种之一，历经唐、宋、元、明、清几代的

发展，日益完善。“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2008 年，奥运会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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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一组参照青花瓷图案风格设计的礼仪小姐旗袍，白底蓝花，亮相会场。秀美的中国姑娘穿上它，亭

亭玉立，带给世界以清新典雅、高贵大方的感受，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展现给世界。  

4.2“薄如纸”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特制陶瓷纪念电话卡 

《北京 2008 奥韵瓷质纪念电话卡》由北京奥组委授权批准、中国瓷都景德镇精工制作、中国网通荣

誉出品。瓷制电话卡传承了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精髓,这套艺术品的研制是以明代吴昊十九“壶公窑”

利制薄胎瓷的工艺为基础,创造出小型平板成型技法,每片电话卡厚度仅有 0.25cm,真正做到轻薄如纸,电

话卡正面采用宋代著名影青釉施色,缜莹如玉,背面瓷壁不施釉但光洁性能好,正体现出所选用的瓷泥之精

细,泥性之纯洁。 

4.3“白如玉”的环保型奥运瓷 

 

图 1 运动项目陶瓷摆件 

2008 年奥运会开幕之前，一套名为“运动项目陶瓷摆件”（如图 1 所示）的环保型奥运特许瓷，在江

西省景德镇亮相。该作品保持环保不加骨粉，以技术达到与骨质瓷的通透效果。这得益于景德镇雄厚的奥

运陶瓷艺术文化底蕴和高超的制瓷工艺。2008 北京奥运会的召开，是百年不遇的盛世，这 29 款奥运运动

项目陶瓷摆件记录了这段辉煌的历史，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传承使命。使用陶瓷的表现形式将奥运项目

的经典动作刻画出来，这在全球还是首次。这套收藏品将西方新艺术流畅线条和东方典雅的人文气质相融

合，将大自然的华美风采立体呈现于瓷品之上，充分表现出运动员之律动与美感，将奥运赛场瞬间之美定

格为永恒之美，并将奥运精神长驻于瓷品之上。 

4.4“明如镜”的青花瓷地铁奥运支线 

 

 

图 2 中国元素——青花瓷装饰下的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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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所示，奥运期间，北京地铁五号，十号线的墙面装饰和立柱的纹饰，通过这些人们日常所见的建

筑装饰，采用青花瓷花纹纹路，梅花、兰花、中国结、龙、古人赛龙舟图案，充分运用了青花瓷艺术符号，

展现给世人古典、高雅、精致的建筑艺术享受。 

5 景德镇 2018 江西省运会视觉形象设计思路 

5.1 陶艺符号在省运会视觉形象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整理大型体育赛事如奥运会、全运会、各省省运会及历届江西省运会视觉形象设计的特点、文化内

涵及其发展规律，在遵循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锐意创新，将陶艺符号应用到省运会赛事视觉形象设计中来。

从造型符号、色彩符号、图形纹饰符号、工艺装饰符号等角度出发对省运会宣传片、开幕式表演、会徽、

吉祥物、火炬、体育项目图标及大会视觉识别系统等省运会视觉形象进行构思和设计。 

例如图 1 所示，火炬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是由景德镇具有百年历史的“太平窑，盼太平之意”

的太平窑为原型，下半部分则由具有景德镇特色的现代感十足的青花玲珑为主要题材，展现了景德镇鲜明

的历史传统文化。 

 

图 3 太平火炬设计思路之一 

 

5.2 陶艺符号在省运会景观系统设计中的应用 

大型体育赛事的景观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赛事场馆景观；二是赛事城市景观。使用陶艺符号增强

2018 年省运会的个性形象，烘托省运会气氛和现场观众的竞技氛围，营造景德镇这座城市的整体盛会气氛。

赛事景观的物质性要素有挂旗、围栏织物、路障覆盖物、计时计分牌、赛事人员制服、地面图形、颁奖台、

新闻背景板等。在以上赛事景观要素的设计中应用陶艺符号，是本次省运会突出景德镇特色的重要手段。 

例如图 2 所示，颁奖礼仪小姐的礼服设计思路，可以先从景德镇陶瓷大学礼仪队的师生们设计成功的

“四大名瓷”陶瓷服饰中获得思路和设计启发，江西省运会的颁奖仪式上，设计“青花”“粉彩”“颜色釉”

“玲珑”为主题的四款颁奖礼仪服装。分别按照颁奖志愿者、嘉宾引导员、运动员引导员和托盘员的不同

职能设计了不同款式。这四个系列的礼服将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场馆及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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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颁奖礼仪小姐的青花礼服设计思路之一 

6 结论 

从造型符号、色彩符号、图形纹饰符号、工艺装饰符号等角度出发对省运会会徽、吉祥物、火炬、体

育项目图标及大会视觉识别系统等省运会视觉形象进行构思和设计。既要充分展现景德镇陶瓷艺术文化，

举办有景德镇特色、有陶瓷文化内涵、有陶瓷艺术特色的一届省运会，又要将我省最重要的体育赛事与陶

瓷艺术有机结合，水乳交融；既要学习 2008 年“中国特色”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办赛经验，又要秉承节俭

办赛的原则。做到既突出景德镇陶瓷艺术特色，又要还原江西省运动会本色。力争使 2018 年江西省运会

视觉形象设计独树一帜。 

将陶艺符号应用到 18 年省运会视觉形象设计中来，助力 18 年省运会为全省乃至全国人民瞩目，力争

突破历史创造佳绩；借省运会在景德镇举办的契机，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宣传陶瓷文化，提升景德镇品

牌，通过省运会视觉形象体系中陶艺符号所展现出的景德镇文化与陶瓷艺术特色，让世界了解瓷都、认识

瓷都。 

江西省运会，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发展，作为全省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旨在推动全省各地体育事业的

发展，发现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本课题以 2018 年江西省运会视觉形象为设计样板，从陶瓷艺术符号

出发，合理构思，大胆设计，望对省运会赛事视觉形象设计的理论提出有价值的参考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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