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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外知名的展览，他们每年都
!"#$%
来参展，
并收获不少订单。
“今年展
HIJ5KLMNO
览刚开启就已经接待了几十组客
户，
不少人有很强的合作意愿。”
佛造像之美，是文化、艺术、智
慧的结晶。厦门国际佛事用品展被
惠安县张坂圣丰木雕工艺品
厂展出的佛像极简灵动，令人赞
业界盛赞为“全球佛事用品专业贸
易平台”，今年秋季展共设11.
5万
叹。其中一件名为“雨过天青·天润
瓷”，
是应用纳米上釉技术，为佛像
平方米展览面积，展品涵盖佛事用
品全产业链，致力于打造一场底蕴
明韵润色，呈现出视如翠玉的艺术
—天润玉瓷。
作品——
深厚、
赏心悦目的行业文化盛会。
在室外展区，厦门国际佛事用
来自杭州的金星铜也带来许
多金碧辉煌的亮点展品。参展商
品展的老朋友——
—“百福艺术”展
位展出了一排大宝鼎，引人瞩目。 说，他们今年主打各类古建筑的修
复，将中国传统文化注入建筑中
据参展商介绍，这些宝鼎都是纯铜
制造，最高的一座高达8.
18米。此
去，
让其焕发新生。
“我们也是厦门
佛事用品展的老朋友了，无论春季
外，他们今年还带来三款新品：两
展还是秋季展，
都会来参加。”参展
个巨大宫灯和一个大香炉，最大的
商朱先生告诉记者。据悉，明天
宫灯高近3米。
东阳顺平古建则将一栋数百年 （12日）14∶00-16∶00，金星铜
历史的老房子“搬到”展会现场。据
集团董事长朱军岷还将在展览现
场做一场分享会。
参展商说，
他们已经参展多次，
但这
是第一次把古建筑带到展会现场。
*+,-%
“厦门国际佛事用品展是业界公认
YZ[R\]:";
的大展，影响力大，参展效果好，为
了推广我们的古建技术，我们别出
随着展会品牌影响力的持续
心裁地呈现了这样的展品。”
提升，厦门国际佛事用品展的“洋
弘梵堂青铜艺术展出了一口
面孔”也越来越多。本届展会国际
大钟，引来很多人围观。这口钟重
展区的规模较上届扩大约30%，来
达4吨，
上面铸有《金刚经》。
“这是
自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印
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的产品，
《金刚
度、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品牌
经》 是客户手写，直接铸造在钟
企业齐齐参展，带来富有异国特色
上。”参展商说，
这意味着每敲钟一
的佛像、
佛具、
铜器、
香与香器、
僧服
下，
《金刚经》就在震动、发声，体
绣品等佛事用品及传统文化商品。
现了客户的虔诚信仰。
在B4展厅的国际展区，日本百
年企业展示慈悲庄严的佛像佛雕、
&'()%
工艺细致的佛龛佛具、浓韵醇厚的
PQRSSTUVWX
顶级香品；韩国梵钟，复原传统铸
造技法的同时再创新，图案细腻、
为了在展会上引起更多客商
关注，不少参展商都拿出各自的
声音优美。
日本制瓦株式会社是佛事展
“拿手绝活”。
的“老面孔”了。专注于历史建筑
莆田市海慧艺术品有限公司
此次带来了多件风格各异的佛像。 屋顶的维修和保存的他们，通过佛
每尊佛像的体态特征、面部形象、 事展展示传统工艺。“主办方很有
实力，也很用心，我们公司每年都
服饰线条，从外形到细节，都有自
会从展会上获得订单，以后还会继
己的特征，备受客商欢迎。该参展
续参展。”
<$'##%:=
商告诉记者，厦门国际佛事用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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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本届厦门国际佛事
用 品（秋 季 ）展 期 间 ，一 场 名 为
“ 敦 煌 之 美——
—跨 越 时 空 的 邂
逅”的论坛如期举办。论坛邀请了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文物保护
杰出贡献者”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樊锦诗，与嘉宾分享敦煌的艺
术文化价值，以及研究院在文物
保护、数字化运营的先进经验和

动人故事，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
81岁的樊锦诗打开笔记本电
脑，一边播放幻灯片，一边娓娓道
来。她从“为什么敦煌会产生如此
瑰丽的文化宝藏”这一问题讲起，
分别由史前至魏晋敦煌一地的文
化孕育、敦煌控 东西交通的特
殊地理位置、汉代开始的几百年
佛教文化浸润等多个角度讲解了
敦煌莫高窟的文化背景。随后，
她
从莫高窟营建和主要内容、藏经
洞文物的发现、流散和主要内容
等方面介绍莫高窟的巨大文化遗
产。樊锦诗说：
“一次讲座无法全
面介绍莫高窟及藏经洞文物的内
容及其价值，
仅上述所据有限的一
点材料，
已足以说明莫高窟及藏经
洞文物的无限丰富和博大精深，
毫
不夸张地说，
敦煌莫高窟及藏经洞
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宝藏。”
熟悉敦煌的读者对樊锦诗肯
定不会陌生。这位从北大历史系
考古学专业毕业的江南女子，一
毕业就奔赴敦煌，将青春奉献在
这片西北大漠。在敦煌工作的 50

余年中，樊锦诗潜心石窟考古研
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
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
代，她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
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
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
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
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做出了重大
贡献。近年来，
樊锦诗更是引进先
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
字敦煌”，
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
管理新模式。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
担当，开拓进取”，樊锦诗以身践
行着“莫高精神”，被亲切地赞誉
为“敦煌的女儿”。9月 29日，
樊
锦诗 获颁 “文物 保 护杰 出贡 献
者”国家荣誉称号。
“樊锦诗教授的经历充分阐
释了‘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一辈子
做好一件事’的精髓，她的精神值
得我们学习。”来自北京的张先生
是本 次厦 门国 际 佛事 用品 （秋
季） 展的参展商，特意来聆听讲
座，
直言受益匪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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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厦门国际（秋季）茶博会
规模扩大到 7.
5万平方米，展品涵
盖茶叶、
茶器具、
茶空间美学等，
现
已成为业界公认的全球茶产业采
购平台。来自深圳的百年同星是
一家集生产、
加工为一体的中高端
普洱茶私营企业，
拥有丰富的陈年
普洱茶和极富收藏价值的生普茶
饼。据该公司负责人朱晓勇告诉
记者，他们公司注册于 2015年，
隔年就来参加厦门国际茶博会了。
此次，该公司带来 39个系列的普
洱茶，
包括小星柑、
禅茶等，
希望吸
引客商关注。
“厦门国际茶博会知名品牌
云集，影响力大，客商和观众都十
分专业，每次参展都收获满满。”
朱晓勇期待，
今年能借助展会进一
步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
度，
广交天下朋友，
促成更多合作。
梧州茶厂（三鹤）是第二次来
参展了。据展位负责人介绍，
他们
带来的老黑茶不仅能祛湿，还养
胃。“黑茶原来主要是出口马来西
亚，
现在才在国内走俏。”他说，
去
年秋季参展效果非常好，
吸引了十
来家加盟商，销售金额达到 10多
万元，
超出预期。
厦门本地企业尚品文化创意
的展位命名为“茶妆”。展位负责
人说，此次参展主推陶瓷茶叶罐，
陶罐装茶比较环保，
同时也可以提
高茶叶的价值。他们还特意在展位
上设计了一个枯山水的沙盘造型，
衬托陶瓷茶叶罐蕴藏的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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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际（秋季）茶博会也是
国际范十足，
汇聚了德国、
韩国、
日
本、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尼
泊尔、泰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

逾百家企业，
为观众展示来自全球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优质茶叶、
精美
茶器与茶的故事。
在现场，记者仿佛进入了“国
际茶都”。在这里，既有尼泊尔喜
马拉雅高山有机茶、
斯里兰卡锡兰
红茶，也有来自印度阿萨姆、大吉
岭、尼尔吉里等地高品质红茶，异
域东南亚的泰国茶，
德国多样的花
果茶，
还有日本清新抹茶、
煎茶，
韩
国有机绿茶、莲花茶，马来西亚大
马仓所藏老茶等。越南茶叶协会
今年更是首次组团前来，
为厦门国
际（秋季）茶博会的客商带来从未
尝试过的越南优质茶叶。
除了能品尝到好茶，
观众还能
在现场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茶器，
如日本的高端铁器、银器，韩国的
雅致陶器，
马来西亚的南洋回流古
器等精美茶器具。

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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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自家好茶获得更多关
注，
包装也很关键。记者了解到，
厦
门国际茶包装展从 2012年创立，
历经 8年成长，本届规模扩大至 2
万平方米，比往届增加 5000平方
米，参展企业近 200家，是规模、
专业度上都引领着国内包装界潮
流的品牌盛会，
也是全球茶叶包装
企业新品发布、订货销售、前沿信
息共享的重要平台。
本届厦门国际茶包装展上，
日
本、福建、广东、浙江、江西、云南、
山东、
安徽等境内外包装企业产品
争芳斗艳，
木盒包装、
纸盒包装、
纸
袋包装、
金属罐包装、
竹木包装、
复
合薄膜袋包装、
包装原料以及包装
机械等多元化产品，不仅在外形、
材质、造型等各方面都有创新，更
是将多元文化、
思想蕴含成包装产
品内核，
彰显茶包装设计新潮流。
qrs /5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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