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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一年中去景德镇旅游最好的时间

是秋季（8 月底 -10 月），这时的景德镇气温较为

温和、少雨，而且每年一度的“景德镇国际陶瓷博

览会”在 10 月举办，这个时候来景德镇可以欣赏

到瓷都真正的风采。

春天（3-5 月）春天去景德镇的郊外爬爬山，踏踏

青是最好的了，推荐去瑶里古镇，有山有水有古镇。

夏天（6-8 月）的景德镇气温高，可以尽情到景德

镇的昌江河内撒欢。

冬天（12-2 月）景德镇尤其冷，不推荐前往。

穿衣指南  景德镇春秋时间短，夏冬长，以湿冷

为主，这里春秋两季很短，夏季较长，春季气候多

变，春夏之交多雨。

3 月 4 月算是春天，天气和 10 月 11 月差不多，

这时候穿衣服比较乱，穿着有薄有厚，基本上 5 到

9 月都可以穿夏天的衣服，7-9 月要注意防晒。10

月份才开始凉快，开始穿长袖衫，11月可以穿线衫。

景德镇是一个多雨的地方，雨季集中在 4-6 月，因

此，建议出行带上雨具。

12 月到 2 月算是这里的冬天，一般不会有零下的

温度，但空气潮湿，感觉阴冷，而且冬天也经常下雨，

要注意防潮。如果是冬天前往，最好带足衣服御寒。

消费水平  到景德镇旅游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购买

瓷器和中转婺源，景德镇的消费不算太高，在景德

镇住上一晚，一天平均下来 250 来块就差不多了，

当然，如果要买瓷器就另说了。

©北京蚂蜂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mafengwo.cn）独立拥有或与本

站注册用户共同拥有本站内容版权和其他相关知识产权；未经本公

司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在非本公司所属服务器上制作

镜像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站内容。

景德镇速览
景德镇，一个与瓷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瓷器是这座城市的灵魂，这座城市的生命。

来到景德镇，巨幅的瓷壁画勾勒出瓷都气派，连大街上的路灯柱、红绿灯竟然都是青花瓷

做的！而琳琅满目的瓷器店更是富丽堂皇，探究那千年不熄的窑火，瓷文化便像古窑址上

那散落一地的碎瓷片，拂去岁月的积尘，依然光洁莹润，让人刹那间细腻敏感起来，千年

的瓷都至今仍到处流淌着一种瓷之韵。正是这种韵味让景德镇像是个钟灵毓秀的江南少女

历史的殊荣又让这里俨然成为世界陶瓷业的麦加圣地。

珠山区休闲广场：景德镇珠山区的休闲（人民）广场一带是景德镇的市中心，往西的珠山

中路更是景德镇人气很旺的商业街。

特别推荐 Special

景德镇的陶瓷固然是好的，到有时间也可以去景德镇的老街巷里去串串，三闾庙古街和祥集

弄民宅都是景德镇市内很有古味的地方，值得一去。             

Introducing Jingdezhen

景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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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陶瓷历史博览区里观制瓷、听瓷乐

在仿古瓷作坊中有手工操作表演，在清园附近还有反映陶瓷生产的古窑

作坊群，可以看到一些老艺人制作瓷器的整个流程，或亲手尝试制作。

最值得一看的还有别具一格的瓷乐表演。（见第 3 页）

★瑶里古镇寻找田园野趣

绕南，保存了多处古窑遗址，以及大量古矿洞、古水碓等瓷业遗迹；汪

湖的瀑布群很漂亮；梅岭，属于田园风光，还有用麻石铺砌的徽饶古道。

瑶里古镇里，有山有水有古镇，踏青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见第 6 页）

★原生态小村落里的大家风范

三宝陶瓷艺村有原生态的生活情景、情节：院墙是 20 年前村民们使用“干

打垒”工艺筑成的，屋内陈设也是村民们 20 多年前使用的生产、生活器

具，很多国内外陶艺家都跑到这里长住，进行陶艺创作。这里成了热爱

陶艺人的世外“陶”源。（见第 5 页）

Sights景点
 踏入景德镇，便有一种气质扑面而来，千年的瓷都至今仍到处流淌着

一种瓷之韵。正是这种韵味让景德镇像是个钟灵毓秀的江南少女，历

史的殊荣又让这里俨然成为世界陶瓷业的麦加圣地。景德镇的景点多

分布在市内，西边是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区，在昌江大桥西岸附近，

珠山中路附近有御窑博物馆和景德镇博物馆。东面是民窑博物馆。有

时间可以慢慢看。除此之外，景德镇周边的瑶里古镇和三宝陶艺村虽

交通不便，却很值得一去。

昌江区景点

陶瓷历史博览区

陶瓷历史博览区由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和古窑组成， 这里汇集了古建

筑，古作坊，古工艺，古窑房，古园林，是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缩影。景

区有明清时期的古窑，现在仍在烧制瓷器，还可以现场观看瓷器的制作

过程，欣赏中国唯一的瓷乐表演。

景德镇 1800 年的制瓷的工艺和历史，全浓缩在了古窑景区里，古窑主

要由风火仙师庙、圆器作坊、琢器作坊、柴垛、窑房、镇窑等组成，展

示了景德镇独特的瓷业习俗、古代工业建筑布局和明清时期景德镇手工

制瓷的工艺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景德镇的瓷工是怎样生产瓷

器的，还能现场看到制窑师傅生产瓷器的全过程。景德镇古代烧制御瓷

的窑炉称为镇窑，又称柴窑。是迄今保存最完好、最齐全的柴窑。

值得一看的还有景区女子瓷乐队演奏，这支乐队所用的乐器全部都是用

景德镇的瓷器做的。在古代，用瓷做乐器在我国颇为盛行。瓷瓯、瓷箫、

瓷笛等，但多已失传，这是景德镇歌舞团后单独研制而出，可谓独一无二，

别有风情。

地址：昌江区瓷都大道

费用：门票：95 元，学生票 50 元，导游讲解 5 人以下 40 元，5 至 19

人 50 元，20 人以上 60 元。

开放时间：8:00-17:30

到 达 交 通：1001、1007、1010、1013、1017、1021、1033、

10、11、13、16、17、1 路 精 品 线、2013、2016、2033、21、

22、2、3033、33、3、6、7 在枫树山站下，然后步行 10 分钟就到景区。

用时参考：2-3 小时

相关娱乐 & 表演：主要节庆活动有“瓷都风情”大型文艺晚会、

“祭窑神”、女子瓷乐队演奏、外国陶艺家表演以及拉坯、画坯

等古代制瓷工序表演。

女子瓷乐队演出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六场）：

上午：9:30-9:50；10:20-10:40；11:10-11:30

下午：14:00-14:20；14:50-15:10；15:40-16:00

星期六、星期日在周五的基础上加演出一场：16:30-16:50

bluestop   古窑景区里不但有鼎鼎大名的镇窑，还有小柴窑、葫芦窑等。

镇窑里还有烧制好的青花瓷碗卖，不过小号的也要四十一个，古窑的旁

边有一个古香古色的小门，没有任何标记，走进去才知道这里是泥胎制

作区，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就是从这里诞生的。古窑区还有很多卖瓷器的

小店，从装修来看，似乎每家都很有历史，里面的瓷器真的很精美，店

里的员工说，景区里的窑现在都在用，店里的瓷器都是在这里烧制的。

每家做好自己的泥胎，等到烧窑的日子就把东西拿过去，开窑了再各自

取出来卖。差不多可以去听瓷乐表演了。青花瓷的衣服，瓷乐，配上水榭，

真的很有意境。紧挨着表演区的是明清古建筑区，里面有一些明清的古

建筑，再往门口的方向走，就会到达清园和玉善堂，里面是一个小型的

历史博物馆，不但讲述的景德镇发展和制窑的历史，还可以看到很多小

文物和各种窑的缩小版模型，让人更直观的了解各种窑的构造和的特点。

出了清园，离景区出口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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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草穿沙  陶瓷历史博览区，来景德镇不能不来的地方。

三闾庙古街

三闾庙古街位于景德镇城区西北的昌江之畔，由明街、清街和古码头组成。

古街的入口处，耸立着一座以窑砖砌成的拱形栅门，上方挂有一青石匾，

上刻“三闾古栅”字样，为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所刻。栅门是景德镇特有

的建筑，因景德镇古代属浮梁县管辖，只是烧造瓷器的工业区，故没有

设立城墙防护，只建有栅门。

http://www.mafengwo.cn/i/1263570.html%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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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挨栅门的左侧有一座“忠洁侯庙”，据称此庙为纪念楚三闾大夫屈原

所建。史载北宋元丰六年，宋神宗封屈原为忠洁侯，后世纪念屈原的祠

庙多以忠洁侯为名。

庙门之外就是昌江古码头，因屈原被称为江神、水神、水仙尊王，千百

年前，来到景德镇贸易的商贾只要离船上岸或登船启程，都要到庙内进香，

献上祭祀供品还愿，或祈求神灵保佑一帆风顺、人货平安。

踏进“三闾古栅”就进入了清街，一条宽约 3 米的青石板路两侧，矗立

着大量保存完好的清代砖木结构建筑，屋内居民或洗衣淘米、烧灶煮饭，

或抚孙哺食 、乐享天伦。

地址：昌江区昌江与西河的交界处

费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到达交通：1004、15、25、22、28、2、35、46、4、5 西客站下，

景德镇长途客运站前大转盘的东南侧，靠近河边的小道进入，抵达河边

后往北到“三闾古栅”牌坊处，再沿古街往西到瓷都大道后出来。

珠山区景点

祥集弄民宅

景德镇是一条保存较完整的明代巷道，祥集弄是中山北路的第一条小弄，

分上下两弄。祥集弄民宅集中在上弄，但是大家都习以为常地称呼为祥

集弄。

内 有 明 代 住 宅 多 处， 其 中 3 号，11 号 两 幢 民 居 建 于 明 成 化 年 间

（1465-1487 年），有 500 多年历史了。住宅的平面布局分上堂与下

堂，四正两厢加后房，中有开井，门皆设于侧面。祥集弄 11 号是座明

代建筑性很强的富商第，富商为显示其财力，既不犯庶民，庐舍不过三

间五架的禁令，又通过用料，雕刻来装饰来表达到富而堂皇之效果，反

映了富商而不贵的社会地位。也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的所在地，外

表的青砖，散着岁月的陈迹。拥窄的巷弄，已趟过无数人的脚印，街石

油亮可鉴。

地址：景德镇市区中心地段，其东靠动司岭，西临中山北路，南至珠山大道，

北到老当铺弄。

费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到达交通：26、27 路御窑长廊站，中山北路的第一条小弄进去即是。

龙珠阁

也叫景德镇官窑博物馆，明清王朝曾在此设立御窑厂，并派督陶官距此

坐镇，监造皇宫用瓷。

该阁是御窑厂的代表性建筑，也是现在景德镇的标志性建筑。阁内陈列

了明清官窑复原模型和被评为全国十大文物精品系列展的明极盛时期出

土官窑瓷器展。龙珠阁内的瓷器均为残件，是历代官窑为朝庭烧制的御

用瓷器因种种原因而被筛除。而且几乎每一件瓷器都是在指定地点由专

人用专业工具将瓷器击毁，以免流入民间。龙珠阁内的瓷器文物是由专

家们在官窑销毁瓷器的遗址挖掘并复原的。

阁内珍藏有大批官瓷珍品及官窑史料，现阁内陈列了青花釉里红万件花

瓶、明正统官窑巨型龙缸及珠山出土的明代官窑陶瓷珍品等。

地址：珠山区中山北路 2 号

费用：龙珠阁现在免门票，需用身份证登记进入，可提前预约，预约进

入名额每天 500 名，非预约进入名额每天 100 名 。

开放时间：8:30-17:30

联系方式：0798-8221390

到达交通：

1、1001、1004、1007、1010、1012、1017、1033、10、

12、16、17、18、1 路 精 品 线、2004、2016、2033、23、25、

26、27、28、3033、33、35、3、46、4、5、6、7、昌南专线医

药公司站下车，然后往西边走一段路到交叉口后，往右拐——就是中华

北路了，再往里走，很快就到了。 

2、可步行前往：人民广场沿珠山中路往西到中华北路，再沿中华北路

往北约 200 米。

用时参考：1 小时 30 分钟

1、龙珠阁内不能拍照。

2、龙珠阁南面的中华北路胜利路聚集着各种地方特色小吃，有

毛仔特色小吃店、老八汤店等。

3、在日本产瓷区濑户市，也有“龙珠阁”屹立于“珠山”之巅。

不过，那“龙珠阁”是仿景德镇的，其“珠山”也是假设的，但

表达的却是濑户人对景德镇龙珠阁的崇敬之情。

蘑菇张 -NKU  古代皇帝们的生活也太过于精致了，小到养蟋蟀用的罐

子，大到众人分汤用的大盘，都有多种花式多种样子，作为有个塑料饭

盆就能吃饭的现代人我实在感到无比羞愧了。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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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菇张 -NKU  龙珠阁外景

御窑厂

御窑厂也称“御窑国家遗址公园”。 是我国元、明、清三代专造宫廷用

瓷的皇家窑厂，该遗址地下遗存极为丰富，所产瓷器称“官窑器”。已

出土元代官窑瓷器和大量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

正德年间的各类器皿，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共同记忆。

在市政府大门的五米处，尚有石井一口，它是明御厂遗址留下来唯一

的地面遗物。现已发掘多处元明清官窑遗址，里面值得看的还是景德

镇博物馆，御窑厂本来是专做官窑瓷器的，现在只剩下一个很小的遗址，

里面的博物馆陈列了一些景德镇从古至今的历史，制陶的工艺顺序瓷

器品种，釉的分类和历史，对于了解景德镇这个千年文化瓷都有很大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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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可去：龙珠阁

地址：珠山区珠山中路 187 号

费用：30 元，学生凭证 15 元。

开放时间：8:30-17:30

联系方式：0798-8201238

到 达 交 通：1001、1004、1007、1010、1012、1017、1033、

10、12、16、17、18、1 路 精 品 线、2004、2016、2033、23、

25、26、27、28、3033、33、35、3、46、4、5、6、7、昌南专

线医药公司站。

用时参考：1 小时

吴不知  东面的那个御窑的博物馆真不错，里面都是些成华的精品。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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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浚达  御窑厂内的瓷器碎片

景德镇陶瓷馆

景德镇陶瓷馆是国内第一家大型陶瓷专题艺术博物馆，收藏着自新石器

时代陶器和汉唐以来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名品佳作从装饰上分有影

青、卵白、青花、五彩、粉彩、色釉瓷等，从造型上分有碗、盘、杯、碟、

壶、瓶、罐、雕塑等，从工艺上分有拉坯、印坯、镶坯、注浆、机压等。

此外还收藏不少外国瓷和外地瓷，以及金石玉器、书画等。特别是近现

代和当代景德镇陶瓷精品是景德镇陶瓷馆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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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猪 (^o^)  景德镇陶瓷馆的瓷器

地址：珠山区联社北路 169 号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jdztcg.com

开放时间：8:00-17:00

联系方式：0798-8229783

到 达 交 通：1001、1004、1007、1008、1010、1012、1013、

1017、1021、1028、1033、10、12、13、15、16、17、18、1

路精品线、2004、2013、2016、2033、21、23、25、26、27、

28、3033、33、35、38、3、46、4、5、6、7、8、昌南专线、三

宝专线人民广场站。

用时参考：2 小时

景德镇民窑博物馆

景德镇民窑博物馆设于全国著名的湖田窑古瓷遗址文物保护区内。在

四十余万平方米的地下积淀了五代至明朝（公元 907 年—公元 1644 年）

制瓷历史的丰富文化遗存，它清晰地反映了这七百年间陶瓷工艺史上重

大变革和集中国古代制瓷历史之大成的全过程。

民窑博物馆不仅收藏陈列了湖田窑各个历史阶段产生的各类典型标准器

物和历史考古发掘出来的珍贵文物及考古标本等，还保护了宋、元、明

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弥足珍贵的窑炉、制瓷作坊等二十余处遗迹，向人们

展示了古代制瓷的现场情景，让人们感受和触摸到历史的真实。

民窑博物馆周围环绕着十二处尚未发掘的古陶瓷遗存，较完整地保存了

历史原貌。

地址：珠山区新厂湖田航空大道 18 号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jdzmybwg.com/

开放时间：星期二至星期日，每天 9:00—17:00，星期一（法定节假日

除外）闭馆修整

联系方式：0798-8481071；8487577

到达交通：乘 35、26 路在 602 所终点站下

用时参考：2 小时

laoma   挺小的，一个地方是展览，摆了一些发掘出的古瓷制品；相隔

20 米的另一个地方是古窑的发掘现场，现场看到宋、明、清的陶瓷制作

场地。以及一个葫芦形的窑址。

三宝国际陶艺村

三宝国际陶艺村是由一片老式农宅和陶瓷作坊组成。这里有原生态的生

活情景、情节：院墙是 20 年前村民们使用“干打垒”工艺筑成的，屋

内陈设也是村民们 20 多年前使用的生产、生活器具，近 10 名工匠在

这里用最原始的方法生产陶瓷和制陶工具。很多国内外陶艺家都跑到这

里长住，进行陶艺创作。这里成了热爱陶艺人的世外“陶”源。

这里虽不是景点却胜过景点，除了有北京 798 的艺术气质以外，更有本

土的文化底蕴，还有原生态的生活环境。

地址：珠山区三宝村（市区东南 10 余里处）

费用：主要是陶艺研修人员创作交流的地方，暂时没有门票的说法。

开放时间：参观基本没限制，但要吃饭的话最好在 8:30-19:30 之间。

联系方式：0798-8483665;0798-8496513

到达交通：从市区乘坐出租车大约 20 元，15 分钟左右到。市区现在没

有到此处的公交，唯一一条最近的公交也只到三宝村（三宝专线：三宝

站——公交浙江商场车站），村内无交通可达景点。

蘑菇张 -NKU  在艺术村里随处可以画着各种神仙的砖墙，充满了历史

气息。和 798、田子坊相比，这里的中国古典文化味道更浓郁，陶艺村

http://www.mafengwo.cn/i/1170335.html%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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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里古镇

这里群山环抱 , 原始森林郁郁幽深，小桥流水，禽鸟啼鸣，飞瀑流泉，

是避暑的佳处。村镇大量清代名居，商店，街道，路面，保瑶里历史上

是景德镇制瓷原料的产地之一，又是皖、浙，赣边境大米、木柴、茶叶、

茶油的集散地，还是景德镇通往浙江，安徽的古道。

古矿坑、古作坊、古窑址、古瓷片、水碓、瓷石、釉果等是陶瓷文明的源头；

古饲堂、古庭屋、古官宅、古器具、古雕刻、古街镇等是寻古探幽的胜

地；南山瀑布、汪湖竹海、梅岭松涛、五股风光、溶洞石林、天河幽谷等，

是感受大自然沐浴的绿色家园。瑶里改编、陈毅旧居、抗日动员会址、

新四军瑶里留守处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摇篮；古树名木、原始森林；

瑶河喂鱼、珍禽异兽；高山名茶、山间野菜、生态食品，景区被很多游

客誉为“天上人间”。

景区分布：分为五大景点。一是古镇上，一般过夜是住在古镇里。二是汪湖，

那里有个森林公园，空气挺好，景色还行（游览时间大概就是 2 个小时）。

三是梅岭，那里是看祠堂和古樟，四是绕南，里面有古代的窑口，还有

一个可以自己玩陶土做坯的点，免费的。

地址：浮梁县瑶里古镇，景德镇市东北 61 公里处

费用：150 元 / 人，买票只能买 150 的通票，不能分景点单独买。包

括汪湖景区，梅岭度假村，饶南陶瓷古遗址，瑶里古镇（古镇不要门票，

里面有两个馆是要验票的）。

网址：http://www.chinayaoli.com/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联系方式：0798-2601393

到达交通：

外部：到景德镇后，去里村短途汽车站乘坐从“景德镇 - 瑶里”的班车。

每天两班，早上 7：30 从景德镇出发，9：00 左右到瑶里；下午 2：

00 从景德镇出发，4：00 左右到瑶里。票价：13 元。除了在里村车

站坐直达瑶里的班车外，还可以从里村车站到鹅湖（距瑶里大约 15 公

里）下，在鹅湖坐公共汽车或包车（40 元左右）前往瑶里。下午从瑶

里返市里的直达班车有两班：早上 9：00 左右出发，下午 4：00 左右

出发。如果没赶上这两个时间，可以在里村短途汽车站坐去鹅湖的的车，

车费 10 元，30 分钟一班。到了鹅湖，下车的地方就有去瑶里的车，

车费 5 元，也是 30 分钟一班。而且鹅湖经常会有一些回瑶里的面包车，

同学们可以讲好价钱酌情搭乘。班车开到瑶里会先在买门票的地方停，

但千万不要下，在终点站下即可。

内部：瑶里古镇内部景点较分散， 需要包车前往，1. 选择包车比较方便，

费用是 200 元一车，如果人多的话，比较划算，人少的话可以和其他人

拼车，车不大7个人一辆车，不挤。这是节假日价格，平时约150元，2.上

车 10 元，意思是你想到某个景点，10 块钱送你到景点，不过司机师傅

要凑够人数才会出发，这样的话，可能时间上要浪费好多。

   

通票号称囊括 8 大景区，实际有些为凑数，有些则自身不认为

是景区、如梅岭就根本没人检票。各景区间相距较远、不能仅

靠徒步到达，所以 150 的套票之外还要花很多钱包机动车游览。

冬季游览景色普通，当地人也说山林春天不开花、秋天不变色，

所谓“天上人间”言过其实，总之不适合独行穷游。如 1-2 人

需当日从景德镇班车来回建议不购票游瑶里古镇以及搭车或包

摩托车到 7 公里外的梅岭小转就算了。( 八仙 提供）  

里最多的就是关二爷和财神爷，两者代表了艺术家们商业艺术两不误的

美好愿望。去艺术村的时候只有家小展览馆在开放，里面展览着陶艺村

十年的艺术作品，进门时也需要身份证登记，免票。展览馆布置的很像

农家院，里面的很多艺术品都可以直接买走，价格也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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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菇张 -NKU  这是艺术村最著名的千年墙，上面布满了各式神

佛像，站在墙边就会感到各路神仙都在庇佑着自己，非常心安。天津的

朋友们会不由自主的想起瓷房子，由于颜色太多，远观有些杂乱，所以

了特写，看起来更舒服一些。

周边县市景点

浮梁古县衙

浮梁旧县城始建于唐朝元和十一年，距今有一千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

由浮梁古县衙，红塔景点组成。

浮梁古县衙，是我国江南唯一保存完整的清代县级衙暑，有“江南第一衙”

之称，现保留有头门、仪门、衙院、大堂、二堂及三堂，基本保持了县

衙原有风貌。整座建筑布局多路，错落有致，廊道相接浑然一体。整个

设计给人的感觉是庄严和轻松并存，厚重与俏雅生辉，建筑艺术实为“奇

妙”，同时也显示出封建衙门特有的那种官府威严气派。

衙署内陈列了古代官服、刑具、十八般兵器、讯仗、官轿、夹棍以及文

化内涵丰富的楹联牌匾。“帝制早废，县衙犹存”，“珍贵史迹，进门

有益”。可以领略古代衙府的风貌，了解封建社会衙门的历史、政治、文化；

也可过把古代知县瘾。

巍峨耸立的红塔有“江西第一塔”之称，素有浮梁“古代城徽”之誉，

是古老浮梁的象征。

地址：景德镇市浮梁县县衙路

费用：50 元

开放时间：8:00-17:00

联系方式：0798-2621155

到达交通：

公交：可在市内乘坐36路在浮梁大桥站下，也可乘坐抵达浮梁线的公交：

1008、1028、28、38、8、1016、16、2016 等均可抵达浮梁县，

之后再转出租前往。

自驾：浮梁县城距离景德镇市区 8 公里。从九景高速出口沿景德镇至浮

梁公路可达、从景德镇罗家机场至金岭大道到浮梁大道可达、从婺源到

景德镇转至浮梁大道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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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瑶里人在饮食上非常讲究，食料多取自天然，形成了当地的特色，花样

多，门类齐全。瑶里菜是依靠本地的土特名产加工制作的独具地方风味

的民间菜系，特色菜肴有清炖石鸡、神龟偷菇、腊肉泥鳅汤、苦褚豆腐、

梅干菜烧肉、笋干烧肉等。古镇里河的两岸都是饭馆。

happylan  瑶里吃饭不便宜，但最好不要在靠近古镇那边吃，商业区里

会便宜一点，我们第一天晚上没找到商业区，所以在古镇里被宰了一下。

至于店家推荐的菜，小河鱼还是不错的，其他的就一般了，当地有种苦

槠豆腐，很像凉粉，但没有凉粉 Q，所以一般啦，倒是早饭吃的碱水粑

还不错，像年糕一样，我买了几个带回来，可惜在包里闷嗖了。

住宿

瑶里古镇有一家三星级宾馆、两家二星级宾馆、一处旅游度假村和二十

多家“农家乐”旅馆，还有不少农家可提供住宿，多集中在“明清商业

街”附近，条件一般，瑶里大部分是家庭旅馆，房间内没有独立卫生间，

住之前要确认好。

Dylan 貝貝  如果只是游玩，其实不必在瑶里过夜，所有的景观看一天

足够了。但若是抱着散心的态度，可以多待一两天。这里的空气，这里

的山水，真的值得你悠然的在此放慢脚步。瑶里的人晚上 7 点基本都闭

门休息了，古镇里安安静静的，河水轻轻的穿过镇子，非常非常慢感觉。

早上 6 点公鸡准时报晓，8 点基本人们都出来干活了。

瑶里的旺季是 6、7、8 月，还有五一和十一长假，国庆期间这里的旅馆

全都涨价，要 200-300 元。淡季去的，旅馆不用预定就能住到。如果

旺季去，一定要提前订房，家庭旅馆也是这价包车和买景区门票，可以

在订房的时候问问旅馆老板，说不定有价格便宜的介绍给你。

古镇内酒店参考

古镇宾馆：0798-2606688

瑶里民间饭店：13397985578

瑶河饭庄：0798-2601157

平常人家：15079808902

玉岭山庄：0798-2602366

君兰山庄：13320087456

瑶里山村酒家：13517981836、13879843728、0798-2601167

农家馆（瑶里人家）：0798-2601256、13687980899

特产

香榧果：香榧为常绿乔木，属紫杉科榧属，是世界稀有干果之一。香榧

又称细榧、真榧，是榧属植物中品质最优的一种果实。“瑶里香榧”，

品质上乘，壳皮特薄，仁肉清香浓郁，誉满中外。香榧营养丰富，又具

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有清肺、润肠、化痰、止咳、消痔等功能，香榧果

衣还可驱蛔虫，故食用时不必细加去衣。

此处所产“浮瑶仙芝”绿茶为中国十大文化名茶之一，“瑶里崖玉”绿

茶则为：94 北京中国国际饮品及技术博览会金奖。

拍摄点

瑶里风景区可拍摄点：①拍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瓷都中国唯

一五品古县衙——【梁古县衙】。拍摄内容：人文景观，我国江南唯

一保存完整的清代县级衙暑，有“江南第一衙”之称，现保留有头门、

仪门、衙院、大堂，二堂及三堂，基本保持了县衙原有风貌。 ②“国

家原始森林公园”【汪湖景区】。拍摄内容：原始森林，据介绍这里

封山育林已有 600 多年。进入原始森林区 满眼翠色，阔叶林、针叶林，

藤蔓乔木、花草灌木，色彩斑斓，层次分明。其中有国家一级野生植

物南方红豆杉，国家二级野生植物鹅掌楸、厚朴、杜仲等。山路两侧

的古树上都有标签，看样子人们为这里的古树建立专门的档案资料；

③南山瀑布群，由南山瀑、石花瀑、飞龙瀑、飘锦瀑四段瀑布组成瀑

布群全长 400 多米，落差达，主瀑宽。一水四瀑，首尾相接，从大到小，

先急后缓，若断若续，时隐时现，景致甚为宜人。④【瓷茶古镇景区】：

拍摄内容：明清古建筑群、瑶河观鱼、程氏宗祠及地戏表演、狮冈胜览、

宏毅 祠、陈毅旧居等。

happylan   瑶里的风景和婺源还是挺像的，古老的村庄沿着遥河而立，

河边的大樟树下是慢悠悠的生活，灰白的砖墙，纵横的巷道向来往的游

人诉说着古老的故事。遥河的水来自山里，清澈见底，一座座木桥跨立

河上，留下美丽的倒影。在瑶里的几个景点里，我觉得瑶里古镇和汪湖

景区非常不错，值得推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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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ky  瑶里如同世外桃源

洪岩仙境

境内拥有从多自然、生态、人文景观，如鬼斧神工、堪称溶洞四绝的“洪

岩仙境”；丹桂飘香、怪石嶙峋，藤穿石、石抱树的“石林峰谷”；建

于明万历 26 年，终年水花飞溅的“铁井飞泉”；雍正皇帝御赐“世德、

流光”四字的“项家庄古祠堂”；更有“一门四进士，一相两尚书”的

洪公气节和《容斋随笔》的巨献。

洪岩仙境是一亿多年前中生代形成的壶天灰岩溶洞，洞中石钟乳遍布上

下，最有名的是被誉为神州溶洞四绝的“九天飞瀑、震天雷、仙人田、

水中天”。错落有致，鬼斧神工。

洪岩尽胜景，洞外妙境佳，位于溶洞山顶，是古生代地壳变动而形成，

距今有 3 亿多年，这里还有古人类居住生息遗址、南宋的洪皓学堂遗址、

明代的铁井飞泉、当代中美农业考古队考古现场。还有美丽如画的石林，

古色古香的松漠亭，引人入胜的南星岩、仙姑岩、神宝峰、狮哮峰、松漠峰、

独秀谷、珍珠岩。

地址：景德镇市乐平市洪岩镇（距景德镇市区约 50 公里，距乐平市区

38 公里，毗邻婺源、德兴两县市）

费用：50 元

开放时间：9:00—17:00 

到达交通：从景德镇沿 206 国道至乐平市，从乐平至德兴市省道，途中

乐平官庄加油站北边“洪源风景名胜区”牌楼至洪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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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Sleep
景德镇市区不大，旅游住宿主要集中在昌江区和珠山区两个区域。两个

区域交通都很便利，到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都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景德镇的星级宾馆不算多，多以经济型的宾馆为主，住宿价格也持平，

标准间一般 150—300 元左右一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景德镇毕竟是

小城市，的酒店设施、卫生普遍一般，和实际星级会有些差距。

珠山区

此区域是景德镇的市中心所在地，以人民广场为中心，尤其繁华，无论是

逛景点（龙珠阁、御窑厂）还是购瓷器（国贸广场、金昌利、陶瓷一条街），

除此之外，火车站附近也有很多宾馆可供选择。但是人民广场 - 火车站一

带也是景德镇最热闹的一块，如果喜欢安静的还是建议另谋住处。

景德镇天天渔港国际大酒店

在景德镇的美食街浙江路上，吃饭不用愁，斜对面就是人气很足的小黄

鱼，位置离国贸很近，买瓷器很方便，停车不方便，在马路边。交通便利。

但最好不要住街边的房间，如果特别在意安静的游客，也不推荐入住。

地址：珠山区浙江商城红绿灯路口（近广场南路）

联系方式：0798-8396666 

到达交通：1008、1013、1021、1033、13、15、2013、2033、

21、23、25、28、3033、33、38、5、6、8、昌南专线、三宝专线

浙江商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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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不知  酒店大厅里的各种瓷器

景德镇国际青年旅舍

景德镇唯一一家青年旅舍，不愧是瓷都的青旅，大厅里布置得很有些文

化氛围，多人间陈设简单，一张桌子，一个柜子，一张床，标间空间也小，

好在卫生还算干净，多人间如果要开空调另加钱。对面就是雕塑瓷厂，

对于喜欢逛陶瓷集市的人来说很方便。

地址：珠江区新厂东路 139 号（雕塑瓷厂正门口） 

联系方式：0798-8448886

到 达 交 通：1001、1008、1028、1036、11、1 路 精 品 线、28、

36、38、8 曹 家 岭 站；1007、1013、1033、13、2013、2033、

23、3033、23、3033、33、3、7 路雕塑瓷厂站

参考价格：8 人间 40 元 / 人；4 人间 45 元 / 人；标间 118-138 元

如家快捷酒店（景德镇人民广场店）

就在景德镇的市中心——人民广场，周边到龙珠阁、御窑厂都不远、购

物还有国贸广场、金昌利、沃尔玛等，对于出行的人算是相当方便，只

是设施有些陈旧。

地址：珠山区莲社北路名仕金座（近人民广场）

联系方式：0798-8206666

到 达 交 通：1001、1004、1007、1008、1010、1012、1013、

1017、1021、1028、1033、10、12、13、15、16、17、18、1

路 精 品 线、2004、2013、2016、2033、21、23、25、26、27、

28、3033、33、35、38、3、46、4、5、6、7、8、昌南专线、三

宝专线人民广场站。

参考价格：123-199 元

昌江区

昌江区离市中心稍远，但此处是汽车总站和景德镇最主要的景点陶瓷历

史博览区的所在地，如果要买瓷器可以去中国陶瓷城、锦绣昌南中国陶

瓷园，也非常方便。 

景德镇锦莱国际大酒店

2012 年新开的酒店，设施没得说，服务、卫生都算中规中距，房间大小

适中，硬件不错，软件还有提升空间，周边吃饭很方便，到陶瓷历史博

览区步行就能到。

地址：昌江区瓷都大道 1051 号

联系方式：0798-8579292

到 达 交 通：1001、1007、1010、1013、1017、1021、1033、

10、11、13、16、17、1 路 精 品 线、2013、2016、2033、21、

22、2、3033、33、3、6、7 在枫树山站

参考价格：258-688 元

景德镇瑞豪国际酒店（原汉庭全季酒店）

就在陶瓷历史博览区的斜对面，干净舒适，也非常安静，只是停车位太少，

早餐需要改进。周围不算繁华，吃饭的地方不多，所以更适合自驾游的

游客。

地址：昌江区瓷都大道 1051 号

联系方式：0798-8576666

到 达 交 通：1001、1007、1010、1013、1017、1021、1033、

10、11、13、16、17、1 路 精 品 线、2013、2016、2033、21、

22、2、3033、33、3、6、7 在枫树山站

参考价格：169-260 元

如家快捷酒店（景德镇中国陶瓷城西客站店） 

在中国陶瓷城隔壁，如果是要采购陶瓷的话，这里价格要比城里的便宜

许多，离陶瓷历史博览区也不远。到汽车总站也方便，房间干净，布置

温馨，设施齐全，性价比高。到市内有公交，大概半小时。

地址：昌江区高新区迎宾大道中国陶瓷城香港路 1 号（近锦绣昌南）

联系方式：0798-8239333

到达交通：1004、2004、25、46、4、5 迎宾大道站

参考价格：104-170 元

http://www.mafengwo.cn/i/1114469.html%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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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Eat

景德镇地方菜基本上符合江西菜肴的整体风格。从烹饪手法上看，善蒸，

讲究火功；从菜品的材料选择上来看，多有山珍、野味和水产，朴实量足，

注重原味，尤其是景德镇的土产小吃，口味淳厚。从菜品的口感上看，

景德镇地方菜肴色重油浓，喜好辣椒，所以不善吃辣的游客，在餐馆点

餐前需做简单提示。

景德镇特色美食

景德镇的风味小吃以面点品种较多，而且制法各异，颇有特色。如：饺子粑、

碱水粑、油炸馄饨等，都是其它地方吃不到的美味佳肴，特色菜主要有：

碱水粑炒蛋、粉蒸肉、瓷泥煨鸡，各大小餐馆、摊点均可品尝，价格都

还公道。

瓷泥煨鸡

景德镇传统名菜中有一道名为“瓷泥煨鸡”的菜品，这道菜鸡身完整、

色泽诱人、鸡肉鲜嫩、酥烂飘香、食不嵌齿。

此道菜品的由来是，相传清代时，景德镇的瓷工喜好将嫩鸡去毛、破腹后，

在鸡腹内填满猪肉末及生姜、葱花、麻油、食盐之类的佐料，再用荷叶

包扎好，然后将绍兴老酒淋入瓷泥中，拌匀后，最后用含酒的瓷泥将嫩

鸡及荷叶团团裹住，将鸡埋入刚开窑的热窑内的塾渣中，煨烤十个钟头

左右，便可取出。剥去瓷泥与荷叶，即可食用。

饺子粑

一般景德镇人都把饺子粑当早餐和夜宵吃。薄薄的皮包上各种各样的馅

再放到蒸笼里面蒸，透过皮连里面的馅都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有辣的和

不辣的，辣的一般是用萝卜丝做馅的，韭菜豆干是不辣的。

碱水粑

碱水粑也叫咸水粑，是景德镇的经典小吃，除了景德镇就没见过了。碱

水粑，这个原来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的吃的。碱水粑炒鸡蛋是最标准

的吃法。但根据个人口不一样，可以自行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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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菇张 -NKU   炒碱水耙，是景德镇的特色，到了婺源就没有了

哦，也是我最赞的一道菜，口味偏重，个人觉得可以直接和饭吃了 ~

冷粉

冷粉算是景德镇小吃之首了，在景德镇街上随处可见，虽然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景德镇用的冷粉很不一样。粉条比较粗，大概直径有 0.5 厘米左右。

冷粉是以辣和拌料一分高下，每次都被它辣的不得了，但是越辣越想吃。

冷粉的拌料也很丰富：有湿盐菜，桔子皮，豆鼓、香葱、辣椒酱、酱油、

蒜、姜。老板会帮你先把备好的粉条放进沸腾的开水里面泡一下（可以

达到再次消毒和温热一下）捞出来放在一个铝锅里放上拌料，帮你搅拌

均匀一下便可以解谗了。

油炸清汤

景德镇的清汤（也就是馄饨）比北方的馄饨要小点，但这的是炸着吃，

没见过吧，味道很好。在夜宵摊子、小吃店里可以吃到。

苦槠豆腐

苦槠豆腐是瑶里高山上苦槠子为原料制作的，属无任何污染天然生态食

品。在景德镇各大菜馆酒店都能吃到，吃起来柔韧、细、滑、软、香，

有减肥、排毒、止泻、延缓衰老等功效。另外有苦槠粉丝、苦槠粉皮。

到瑶里景区农家都能吃到。

美食聚集地

在景德镇，餐馆遍布大街小巷，浙江路一带餐馆一家挨着一家，如果要

寻吃，此处是首选。在这条路上最有口碑的要数小黄鱼（见第 10 页）了。

在景德镇的小巷子内，藏着景德镇的地道美食，里村（里村短途汽车站

附近）、十八桥（找到肯德基之后往巷子里面走，走到底左边一条街就是）

和东门头（珠山区的中华北路和胜利路交汇处）一带都是景德镇美食集

中地，景德镇最繁华的人民广场附近也有很多小吃，除此之外，景德镇

人酷爱吃夜宵，豪德夜排挡（近豪德建材市场）在景德镇已小有名气，

这里的店铺都是帐篷搭建而成，菜品出品均贴近当地口味，虽然卫生情

况一般，但气氛很足。 

到达交通：

浙 江 路：1008、1013、1021、1033、13、15、2013、2033、

21、23、25、28、3033、33、38、5、6、8、昌南专线、三宝专线

浙江商城站。

里 村：1001、1004、1008、1010、1021、1028、1033、

1036、10、11、15、1 路 精 品 线、2004、2033、21、22、23、

26、27、28、2、3033、33、36、46、4、8、三宝专线里村站。

十 八 桥：1001、1004、1007、1010、1012、1017、1033、

10、12、16、17、18、1 路 精 品 线、2004、2016、2033、23、

25、26、27、28、3033、33、35、3、46、4、5、6、7、昌南专

线景德商厦站。

东门桥：26、27 路御窑长廊站

人 民 广 场 附 近：1001、1004、1007、1008、1010、1012、

1013、1017、1021、1028、1033、10、12、13、15、16、

17、18、1 路 精 品 线、2004、2013、2016、2033、21、23、

25、26、27、28、3033、33、35、38、3、46、4、5、6、7、8、

昌南专线、三宝专线人民广场站。

豪 德 排 档：1001、1007、1010、1013、1017、1021、1033、

10、11、13、16、17、1 路 精 品 线、2013、2016、2033、21、

22、23、2、3033、33、3、6、7、丽阳专线豪德广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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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餐馆

小黄鱼

小黄鱼是景德镇人气很旺的一家店，即使是在本地人的口碑中也算不错，

典型的景德镇重口味，料足分量也多，必点的自然是“小黄鱼”。服务

和环境并不算顶尖，但好在物美价廉。

地址：珠山区浙江路（近广场南路）

人均：40 元

联系方式：0798-8209933

口碑必点：小黄鱼、手撕包菜

到达交通：1008、1013、1021、1033、13、15、2013、2033、

21、23、25、28、3033、33、38、5、6、8、昌南专线、三宝专线

浙江商城站。

另外：推荐一家“毛仔特色小吃”的店，具体位置在与珠山中路垂直的

中华北路与胜利路的交界处，东门头一带。各种景德镇小吃非常齐全。

隔壁的老八汤店也颇有人气，只是下午三点才开门，午饭是没有的。

到达交通：26、27 路御窑长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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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拉 毛仔特色小吃，店面不大，人气很足

购物 Shopping

到景德镇购物的首先自然是瓷器，景德镇的瓷器从低档到高档一应俱

全，甚至还有昂贵的定制瓷器，景德镇的市中心在珠山中路——广场

南路以北一带，可以到超市里买一些景德镇特有的特产，如辣椒粑、

龙姣瓜子、景德板鸡等。

瓷器购买

景德镇瓷器，江西省景德镇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景德镇自五

代时期开始生产瓷器，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产品以“白如玉，明

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的独特风格蜚声海内外。景德镇的传统四大名

瓷为青花、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此外比较有名的品类还有青花影

青瓷、薄胎瓷、雕塑瓷、购买瓷器要认清真伪，避免上当。景德镇手工

制瓷工艺的所在区域主要是景德镇市城乡各地 ( 新厂；老厂；樊家井；

三闾庙；高新区等）。

景德镇瓷器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风格独特。尤其以“骨瓷”

最为有名。骨瓷的瓷质具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色，青花、玲珑、粉彩、

颜色釉，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薄胎瓷人称神奇珍品，雕塑瓷为我

国传统工艺美术品。景德镇陶瓷艺术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在景德镇购买瓷器，最好前往专业的大市场或者批发市场，这样质量和

产地均有保障。

 景德镇主要购瓷集中地

片区 1）这一片以广场莲社路（陶瓷一条街）为主，陶瓷一条街分为莲

社北路和莲社南路，北面从市委所在地莲社北路开始，精品店多，主营

高档陈列瓷、艺术瓷，沿街商铺多以陶瓷大师工作室为主，价格也高，

代表商场有陶瓷大世界（珠山区莲社北路 144 号）；莲社南路则以日用

瓷、廉价古玩瓷为主，沿街商铺多以个体户为主，其中包括了景德镇市

国贸广场（珠山区解放路 152 号）和金昌利陶瓷大市场（国贸旁边）两

大陶瓷专业卖场。金昌利瓷器市场，日用陶瓷居多，尤其是餐具。中低档；

过人民广场，南下到广场南路，是国贸广场，人气最高的购瓷地，周一

早市格外热闹，众多摊贩简单地把货物散放在地上，供买家挑选。高中

低档均有；最后到太白园路，批发的地方，最便宜。

片区 2）从九景高速下来后沿迎宾大道直行，两边有中国陶瓷城（昌江区

迎宾大道 8 号）、锦绣昌南中国瓷园（昌江区迎宾大道 368 号）等 。

价格参考和建议：懂行的和追求精品的，在莲社北路买；送礼为主，到

金昌利（有面子）；送朋友的，到国贸；送亲人和自用的（餐具、茶具），

到太白园。当然，以上说的地点、档次和价格，也不是绝对的。（laoma

提供部分内容）

到达交通：

国贸、景德镇金昌利陶瓷大市场：1008、1013、1021、1033、

13、15、2013、2033、21、23、25、28、3033、33、38、5、6、

8、昌南专线、三宝专线广场南路站。

陶 瓷 大 世 界：1008、1013、1021、1033、13、15、2013、

2033、21、23、25、28、3033、33、38、、5、6、8、昌南专线、

三宝专线浙江商城站。

中国陶瓷城：1004、2004、46、4、5 路中国陶瓷城站。

锦绣昌南中国瓷园：1004、2004、25、46、4、5 迎宾大道站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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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流浪猫  景德镇国际商贸广场里到处是卖瓷器的店铺

特色集市 

雕塑瓷厂集市

雕塑瓷厂中每周六上午（8:00 开）有乐天创意集市，周日有明清园集市，

商品主要是一些学生自己制作的陶瓷项链，手镯，手链，耳环，发饰，勺子，

杯子，碗，串了陶瓷珠子的皮带，还看到了陶瓷的 IPHONE 壳和音响等，

不过造型和所绘图案都很有新意，而且纯手工制作。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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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上面的图案有的是手绘的，有的则是贴上去的。通常手绘的线条不

会特别整齐，而贴上去的则会每条线都很直，粗细均匀。也可以看一下

同一款式的东西是不是完全一样，如果每一件东西上的线条都完全相同

那么肯定就是贴上去的。

创意市集买东西记得尽量还价，不过那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卖给

批发的人，买一件会比较贵。五一的时候乐天创意市集会连开三

天，摊位也会更多，会更热闹。 另外周五 - 六晚上的 1949 建

国创意市集（建国瓷厂内）也有集市。

地址：珠山区东城区新厂东路 218 号

到达交通：1007、1013、1033、13、2013、2033、23、3033、

23、3033、33、3、7 路雕塑瓷厂站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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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的旅行  我败的这些小玩意儿，超喜欢的

曙光路古玩市场

景德镇的新兴古玩市场，很多商铺都是从之前的樊家井古玩市场搬迁过

来的，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元青花、粉彩、历代官窑瓷、历代民窑瓷等瓷

器，还有铜器、字画、玉石可供选购，古玩市场入口露天沿街摆满了地摊，

往里走还有各种商铺，每周一、二、六、日有早市地摊，也是最热闹的

时候。

地址：珠山区曙光路

到达交通：11、22、2 路曙光路古玩市场站。

购买瓷器的四大窍门

第一招：买瓷器，最简单最好的鉴别方法，是拿起瓷器轻轻敲敲，

听发出的声音是否清脆、响亮、悦耳。如果是，这就表示是优质

的瓷土制造的瓷器，质量良好；假如敲瓷器时发出的声音粗重，

甚至沙哑，就是用劣质的瓷土制造的瓷器，其质量甚差，甚至已

有裂痕。

第二招：将瓷器放在较强的灯光下或阳光下观察，可以看质地是

否细致均匀及有无裂痕。瓷器的外表，可以上釉和绘画。瓷器绘

画上釉，可分“釉上彩”和“釉下彩”两种。所谓“釉上彩”，

是在已经高温烧成的瓷器的表面上，画上彩色图案，再经低温窑

的烧制，使颜色和釉熔化在一起。日常用的碗碟绝大多数都是釉

上彩瓷器。所谓“釉下彩”瓷器，则是在瓷坯上先绘好彩色画，

然后上釉，再放进窑内高温烧成。由于它是先画后烧，彩色画是

在釉的下面。受到了釉层的保护，故即使经常洗擦，其彩画亦不

易裉色。由此可见，“釉下彩”比“釉上彩”档瓷更高。

第三招：从作品证书下手辨别真伪。景德镇陶瓷协会印制 A、B

两个不同版本的《景德镇艺术作品证书》，对景德镇市具有高级

工艺美术大师以上职称的作品，统一配发此证，并施行一品一证。

第四招：电话确认。在商讨好价钱后，要求先付部分货款，买下

瓷器后，在店主面前刮开证书封三下的银粉，拨打 800 免费电

话查询，确认是真品而非赝品后，再付剩下的货款。

另外还需提醒大家的是，景瓷中容易被假冒的多是雕塑瓷，由于

雕塑瓷做好母样后可批量生产，容易被仿制，而釉上、釉下等彩

绘装饰瓷则必须一件一件来做，比较费功夫，所以仿制的比较少。

 

购买瓷器的三大陷阱

景德镇被誉为“瓷都”，市内几乎所有的大小商场、摊点都有瓷

器可买，瓷器大市场内均为一家一家的店铺，各自的瓷器品种繁

多、价格多样，游客购买时要注意谨防假冒和商家漫天要价。

陷阱一：外地制瓷冒充景德镇瓷器。在景德镇市区内，尤其是车

站等地的购物地点，多存在广东潮州瓷等外地瓷与景德镇瓷混销

的情况。甚至有商贩擅自在外地瓷器上刻上“中国景德镇”、“南

国瓷都”、“景德镇监制”等字样。

陷阱二：利用假证书将低档次的陶瓷冒充高品质的瓷器销售。在

景德镇几个大的瓷器市场，各种瓷器证书五花八门，部分门店，

里面出售的任何一件瓷器都能随意配上任意陶艺大师、名人的证

书，与陶瓷作品本身完全脱节。

陷阱三：对陶瓷作品的作者身份任意拔高，以此抬高瓷器价格。

很多瓷器的瓷器作品的证书都有类似的现象。希望大家在购买瓷

器的时候，能从以上几个方面引起注意，避免买到假冒伪劣的瓷

器，多花冤枉钱。购买瓷器时，尽量在国家规定的正规店内购买，

不要过分相信瓷器的证书、鉴定等辅助认证，不要迷信瓷器作者

是否为名人，只要在保证瓷器质量的情况下，挑选自己喜欢的即可。

 

景德镇购瓷小贴士（由蜂蜂“菜菜头”提供）

景德镇有四大名瓷：1.青花（四大名瓷之首），2.粉彩，3.颜色釉，

4. 青花玲珑（一般用作日用瓷）。

陶瓷分日用瓷和陈列瓷，一般来说，日用瓷的选择尽量选择釉下

青花，因为青花需经 1280-1380 度左右高温烧制，在画有图

案的坯上有一层釉面的保护，就像人体的肌肤，保护画面不易磨

损，也便于打理，所以无毒无铅，入微波炉也环保。 但是釉下

的绘画由于经很高的温度，所以可用的颜料色彩受限，陶瓷绘画

颜料是化学颜料，绘画前与烧成后常常是两种色彩，故我们见到

的釉下作品色彩淡雅，清新，常见的有青花和青花加彩，釉下五

彩，青花釉里红。 而釉上的作品 - 例如粉彩是经 1300 度左右

高温烧成白瓷胎，再在上面用一中含砷（乳浊效果）的玻璃白打

底，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没骨法渲染，突出它的阴阳浓淡立体感，

再以七八百度中温烤花，以粉润柔和垂名一时，由于画面是中温

烤制，温度要求不高，所以色彩表现力丰富，常用于陈列艺术观

赏瓷。不建议购买釉上的日用瓷使用。

现在景德镇有些瓷器底是打了（景德镇彩），字体模糊，不注意

看会以为是（景德镇瓷）或（景德镇制），那是潮州瓷，购买时

须仔细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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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草穿沙  景德镇不愧是瓷器之都，瓷器都很精美。 

景德镇商圈

景德镇市中心以人民广场一带最为繁华。当然，到景德镇主要是以买瓷

器为主。

珠山中路——广场南路（北）商圈

作为景德镇市的传统城市核心地带，珠山中路——广场南路（北）集中

了景德镇市最旺盛的商业人气。商圈西起珠山中路南门头，东至景德镇

市休闲广场，南沿广场南路直到沃尔玛购物广场，北经古街步行街至斗

富弄，沿街各类商店、百货、宾馆、购物中心玲琅满目。

到 达 交 通：1001、1004、1007、1008、1010、1012、1013、

1017、1021、1028、1033、10、12、13、15、16、17、18、1

路 精 品 线、2004、2013、2016、2033、21、23、25、26、27、

28、3033、33、35、38、3、46、4、5、6、7、8、昌南专线、三

宝专线人民广场站。

其它特产

辣椒粑

辣椒粑系中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当地的土特产，辣椒粑源于很久以前景德

镇小巷里的一位老人之手，江西人喜欢吃辣椒，很多地方都有当地的吃法，

而这里的老人们喜欢把辣椒与糯米扮在一起晒干，成了辣椒粑，后来还

有人用茄子或者南瓜、豆鼓、柚子皮和成各种各样的辣椒粑。市井中均

有售卖，尤其七小门口（天桥下面）、十八桥味道很赞也不贵。

景德板鸡

“景德板鸡”系列产品选用江西优质地方鸡——景黄鸡为原料。根据动

物氨基酸酵化酶化机理和采用天然香料精制而成，不添加任何化学保鲜

剂，并经高温高压杀菌处理，质量上乘。产品低脂肪、高蛋白，肉质鲜嫩、

营养丰富、风味独特。

龙姣瓜子

景德镇人爱吃西瓜子是出了名的，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吃饭，上来的味碟

就是西瓜子。景巴佬们甚至上班、逛街的时候口袋里都装满了西瓜子。

其中以麻石弄的龙姣瓜子是叫得最响，龙姣瓜子味道又辣又香，壳偏干脆，

由于需求量大，生产有限，现在已经限量购买，一个人一回最多只能购

买 20 斤，每年一到年底它的价格就一路飙升。

行程推荐 Tours

景德镇的市区很小，一般到景德镇游玩只是短暂的停留，会选择陶瓷历

史博览区、瑶里古镇和三宝陶艺村三个景点作为重点参观，有时候购买

陶瓷的几率甚至比参观景点的几率还大，所以一般来说，景德镇更多的

是作为串联游的目的地，一般会在此待上 1-2 天，特别是由此前往婺源

尤其方便。建议可将南昌 - 景德镇 - 婺源 - 三清山串联起来游览。

精华景点两日游

线路一

线路特色：欣赏古今陶瓷艺术，品尝景德镇古典文化盛宴

线路设计：

D1 景德镇陶瓷馆→陶瓷历史博览区→景德镇民窑博物馆→瑶里风景名

胜区；

D2 龙珠阁→洪岩仙境

线路指导：

D1：景德镇瓷器文化游

早出发游览景德镇陶瓷馆——陶瓷专业性博物馆，收藏景德镇历代陶瓷

珍品 18000 余件，系统展示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史；参观时间约 50 分钟。

参观完毕后，可顺路到附近的陶瓷大世界，陶瓷大世界是综合型陶瓷大

市场，是景德镇高档陶瓷艺术珍品展示、观赏、购物、艺术交流及旅游

观光的理想场所，参观时间约 1.5 小时。午餐可就地解决，也可自带。

下午继续游览陶瓷历史博览区，陶瓷历史博览区由陶瓷历史博物馆和古

窑组成，有历代古陶瓷珍品陈列，也有传统镇窑展示和手工成型制瓷工

艺演示，还有瓷碑长廊、祖师庙、天后宫、古窑群、风火仙师、致美轩

等景点，参观时间约 2 小时。然后到长途汽车站乘车到瑶里风景区，感

受景德镇特有的民俗文化，晚上夜宿风景区。

D2：景德镇文物古迹游

珠山自古就是景德镇的象征。建在珠山之巅的“龙珠阁”，自唐代兴建

以来，几经兴毁。现在重修的龙珠阁红墙黄瓦，重檐飞翘，秀丽端庄。明、

清王朝曾在此设立御窑厂，并派督陶官距此坐镇，监造皇宫用瓷，在游

览名山的同时，亦可感受景德镇的瓷器文化。建议游客自备午餐。

下午乘车到洪岩仙境，在景区内不但可以欣赏低下溶洞的奇石，还可以

参加惊险刺激的溶洞漂流，晚上也夜宿景区，也可回市内居住。 

线路二：

景德镇市内（瓷器一条街、人民广场、历史博物馆）——龙珠阁——瑶里（高

岭、绕南、汪湖、梅岭）——浮梁古城

建议在第一天上午玩好位于景德镇市区的博览院和陶艺中心后，直接租

车去瑶里。五个景点，第一天下午可以先去玩两个，第二天再玩剩下的，

如此时间比较充裕。建议在汪湖和古镇多花点时间。另外，去瑶里的路上，

可以顺路去参观一下浮梁古城，然后回到市里购买一些瓷品。

景德镇陶瓷文化游

http://www.mafengwo.cn/i/12635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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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一日游： 

陶瓷馆——陶瓷专业性博物馆，收藏景德镇历代陶瓷珍品 18000 余件，

系统展示了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史；参观时间约 50 分钟。陶瓷大世界——

综合型陶瓷大市场，是国内高档陶瓷艺术珍品展示、观赏、购物、艺术

交流及旅游观光的理想场所；参观时间约 1.5 小时。

陶瓷历史博览区——有历代古陶瓷珍品陈列，有传统镇窑展示和手工成

型制瓷工艺演示，有瓷碑长廊、祖师庙、天后宫、古窑群、风火仙师、

致美轩等景点；参观时间约 2 小时。

湖田古瓷窑遗址——景德镇古代重要的民窑烧瓷集中地，是世界陶瓷史

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窑场；参观时间约 1 小时。 

二日游： （在一日游的基础上增加以下参观内容）

雕塑瓷厂——专业雕塑瓷生产厂，内有精美绝伦、千姿百态的雕塑瓷陈

列室，明清园、名人画坊、陶艺研修室等景点；参观时间约 2 小时。

瓷贸大厦——位于市中心，面积 16000 平方米，有 300 余家陶瓷厂商

云集于此，共展示 12 大类，3000 余种造型，10000 多个花面的陶瓷品，

是品味、欣赏、选购陶瓷的天堂。

龙珠阁——坐落在珠山之巅，明、清王朝在此设立御窑，并派官员踞此

坐镇，监造皇宫用瓷，龙珠阁也因此成了景德镇瓷器的象征，现阁内有明、

清两代出土御窑瓷器展出；参观时间约 1 小时。

三宝蓬水碓——古老的瓷矿石加工方式，通过路旁的水流做动力，粉碎

瓷矿石，提炼制瓷原料；参观时间约为 30 分钟。

 方案二

一日游

湖田古瓷窑遗址——景德镇古代重要的民窑烧瓷集中地，是世界陶瓷史

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窑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参观时间

约 1 小时。

三宝蓬水碓——古老的瓷矿石加工方式，通过路旁的水流做动力，粉碎

瓷矿石，提炼制瓷原料；参观时间约为 30 分钟。

龙珠阁——坐落在珠山之巅，明、清王朝在此设立御窑，并派官员踞此

坐镇，监造皇宫用瓷，龙珠阁也因此成了景德镇瓷器的象征，现阁内有明、

清两代出土御窑瓷器展出；参观时间约 1 小时。

浮梁古县衙——是我国江南唯一保存完整，知县官居五品的县级衙署，

有“江南第一衙”之称；现有仿照古代知县审案表演节目。 

二日游：（在一日游的基础上增加以下参观内容） 

高岭山——古代制瓷业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国际通用粘土矿物学名词高

岭土（KAOLIN）的命名地，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参观时间约为

半天。

瑶里古窑遗址——古名窑里，远在唐代中叶，这里就有生产陶瓷的手工

业作坊，因瓷窑出名而得名，现尚存大量古瓷窑遗址，古瓷片堆积层；

参观时间约为半天。

方案三：传统工艺制陶游

传统工艺制瓷一日游：

古窑瓷厂——位于市枫树山蟠龙岗陶瓷历史博览区内，这里有古代传统

工艺手工制瓷表演，是景德镇市重要的陶瓷文化旅游景点之一；参观时

间约 1 小时。

雕塑瓷厂——专业雕塑瓷生产厂，内有精美绝伦、千姿百态的雕塑瓷陈

列室，明清园、名人画坊、陶艺研修室等景点；参观时间约 2 小时。

佳洋陶瓷有限公司——中港合资民营企业，生产各类陶瓷艺术精品，从

原料精制到彩绘，均采用景德镇传统的手工工艺；参观时间约 50 分钟。

三宝蓬水碓——古老的瓷矿石加工方式，通过路旁的水流做动力，粉碎

瓷矿石，提炼制瓷原料；参观时间约为 30 分钟。

方案四：现代瓷器生产线游一日游

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市国有大型陶瓷生产企业，参观现

代化的日用瓷流水生产线。

宇宙瓷厂——景德镇市国有大型陶瓷生产企业，参观现代化的日用瓷流

水生产线。

雕塑瓷厂——专业雕塑瓷生产厂，内有精美绝伦、千姿百态的雕塑瓷陈

列室，明清园、名人画坊、陶艺研修室等景点；参观时间约 2 小时。

 方案五：陶瓷研修体验游

景德镇陶瓷学院——创办于 1958 年，是我国唯一陶瓷专业高等学府，

有师生创作的精美陶瓷作品陈列，并可进行学术交流、陶瓷研修。

陶瓷艺术研修苑——国家旅游局投资建设，仿古建筑、园林式的陶瓷研修、

艺术交流基地。雕塑瓷厂——专业雕塑瓷生产厂，内有精美绝伦、千姿

百态的雕塑瓷陈列室，明清园、名人画坊、陶艺研修室等景点；参观时

间约 2 小时。

景德镇陶瓷学校——是全国中小学生陶瓷技术培训基地，有辘轳车 36 台，

彩绘教室，陶艺教室等大型教学设施。

景德镇自然风光游

线路一：瑶里风景区 -- 有明、清古建筑、" 南山瀑布 "、" 原始森林 " 等著

名景点。 

线路二：金竹山寨 -- 位于市区东北部、距市 50 公里的一个自然风景区；

该处群山环绕，古树成林、水色秀丽、气候宜人，有珍稀动植物红豆杉群、

银杏群和金丝红面猴群等。 

线路三：洪源仙境 -- 位于乐平东北 38 公里处的一座溶洞，是省级风景

名胜区；洞长 2000 余米，洞中景观晶莹绚丽、千姿百态、鬼斧神工，

有九天飞瀑、震天雷、擎天柱、仙人田四绝。

明清古建筑博览游

陶瓷历史博物馆——该馆有保存完好的明、清瓷业建筑和世俗民居建筑，

是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品陶斋——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在地，该所建筑为古民居，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闾庙古街——为我市古代通往周边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也是古代较

为繁华的商埠码头。

浮梁古县衙——是我国江南唯一保存完整，知县官居五品的县级衙署，

有“江南第一衙”之称；现有仿照古代知县审案表演节目。

红塔——位于浮梁县，为宋代名塔，历史上为昌江八景之一，现为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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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说明：以下景点均可作为一日游备选

瓷之源、茶之乡游

瑶里汪湖村 -- 高档名茶“崖玉”产地，该茶两次荣获国际金奖，并被国

家农业部确定为 AA 级绿色食品。

高岭山 -- 古代制瓷业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国际通用粘土矿物学名词高岭

土（KAOLIN）的命名地，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参观时间约为

半天。 

二日游：（在一日游的基础上增加以下参观内容） 

德雨活茶公司 -- 参观采用现代生物技术保鲜的“德雨”活茶生产工艺。

浮梁古县衙 -- 是我国江南唯一保存完整，知县官居五品的县级衙署，有 "

江南第一衙 " 之称；现有仿照古代知县审案表演节目。

红塔 -- 位于浮梁县，为宋代名塔，历史上为昌江八景之一，现为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景德镇购瓷三日游

线路特色：购瓷为主，瓷器主题景点为辅，全方位领略瓷都风采

线路指导： 可以分三条线路。走得细腻，一条线可安排一天；走马观花，

三条线一天就够了。

线路详情：

1. 西线，北往南，陶瓷城 - 中国瓷园 - 古窑陶瓷博览区 - 新都民营陶瓷园。

九景高速、杭瑞高速以及机场出来，就是迎宾大道上的中国瓷园和陶瓷城。

中国瓷园，也叫锦绣昌南，低中高端都有。周六或周日有老瓷片市场。

陶瓷城，中低端市场。中国瓷园斜对面。逛之前先排空，陶瓷城的厕所

不好找。

古窑陶瓷博览区，有老窑和作坊，旅游景点。虽然是旅游景点，但里面

的窑是整体搬迁的原版老窑，值得一看。

新都民营陶瓷园，作坊群落，各种工艺都有，作坊多是开放式的，参观

比较方便。找作坊做东西的话，新都是个不错的选择。 

重点推荐：古窑和中国瓷园的瓷片地摊。 

2. 市区线，莲社北路 - 金昌利 - 国贸 - 樊家井，这几个地方由北往南一

条线串着。 

莲社北路，高端市场，有很多工艺师的店面，还有陶瓷博物馆。 

金昌利，低中高商品都有。 

国贸，多中低档商品，周一或周二上午市场南端有老瓷片地摊。 

樊家井，专卖中低端仿古瓷，入口有点儿老瓷片卖。但目前大多搬迁到

市区还有御窑博物馆和集祥弄古陶瓷研究所。御窑目前基本是空的，没

东西可看。考古研究所，如果有人带，能看到不少官窑瓷片和复原件。

重点推荐：国贸的瓷片地摊。

3. 东线，雕塑瓷厂 - 老厂 - 湖田，雕塑和老厂相隔两三站地，从东一路

雕塑瓷厂大门进，东二路后门出，奔老厂。 

雕塑瓷厂，较多搞创作的学生、艺术家以及陶艺店铺。周六上午还有以

陶瓷学院学生为主的陶艺地摊活动，热闹。 

老厂，釉料一条街 + 作坊村。买釉料可以去看看，找作坊做东西也可以

去看看。老厂作坊以低档瓷为主，手工较多，环境不咋地。 

逛完，可以去湖田古窑址，参观民窑博物馆、元代葫芦窑和宋窑场址，

有人带的话还可以捡些宋代元代明代老瓷片，运气好的话在杨梅亭还可

以捡到后唐的白瓷。完事儿了，去三宝国际陶艺村“世外陶源”吃个饭，

这地方环境较好，依山傍水的，口味也还好，不贵。重点推荐：雕塑瓷

厂的陶艺地摊和世外陶源，陶艺地摊只有周六日上午才有哦，而且人多

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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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色人文江西游

线路特色：青山绿水，古镇瓷都，感受江西弄弄人文气息和深厚底蕴

线路指导：南昌 - 景德镇 - 婺源 - 三清山

线路详情：

D1：南昌

早餐后，参观【八一广场】、【纪念碑】：座落在市区中心的人民广场南端。

1977 年为纪念南昌起义五十周年而兴建，1979 年 1 月落成。塔为长方

体，塔顶有直立的花岗岩名雕“汉阳造”步枪和用红色磨光花岗石拼贴

的八一军旗、总高 45．5 米。此塔为南昌市的标志。游览有“落霞与孤

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美景的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滕王阁】。

 D2：景德镇

早出发游览【景德镇陶瓷馆】，收藏景德镇历代陶瓷珍品 18000 余件，

系统展示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史；参观时间约 50 分钟。

下午继续游览【陶瓷历史博览区】，陶瓷历史博览区是国家 AAA 级旅游

景区，由陶瓷历史博物馆和古窑组成，有历代古陶瓷珍品陈列，也有传

统镇窑展示和手工成型制瓷工艺演示，还有瓷碑长廊、祖师庙、天后宫、

古窑群、风火仙师、致美轩等景点。然后到长途汽车站乘车到【瑶里风

景区】，感受景德镇特有的民俗文化，晚上夜宿风景区。

D3-D4：景德镇 - 婺源

瑶里古镇很小，大概一天就差不多了，从瑶里古镇到婺源交通不算方便，

需要包车，抵达后游小桥、流水、人家——李坑村，在此一条弯延曲折

的小溪空村而过 , 村中 260 户人家大多依溪而住 , 清澈见底的小溪倒映

着两侧粉墙黛瓦的古民居和浣衣女美丽的身影 , 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 村

中的的”申明亭”是宗法制度管理村民方式的见证；赴彩虹桥，路途欣

赏一片乡村景色摄入记忆， 廊桥是婺源的一大特色，散布于各村各镇的

古廊桥建筑年代不同，式样各异，却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其中最著名的

便是【彩虹桥】，它位于清华镇上，距今已有八百年历史。因李白的“两

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而得名。游览江主席故里——【江湾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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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村于唐朝初年，这里山水环绕，风光旖旎，物产丰富，文凡鼎盛。绿茶、

雪梨久负盛名。还孕育出了清代经学家、音韵学家江永，明代隆庆年间

户部侍郎江一麟．清末著名教育家、佛学家江谦等一大批学士名流，村

人著述多达 88 种，任七品以上仕宦者有 25 人，是当之无愧的婺源“书乡”

代表。村中至今还较完好地保存着三省堂、敦崇堂、培心堂等古老的徽

派建筑，还有东和门、水坝井等公共建筑物，极具历史价值和观赏价值。

D5：三清山

早餐后赴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清山】游：【梯云岭景区】：仙猿牧牛、

观音赏曲、老道拜月、天门群峰、游【南清园景区】：神龙戏松、一线天、

司春女神、巨蟒出山、万笏朝天、仙苑秀峰、三龙出海等 , 中餐后游览【西

海岸景区】：三清山栈道 , 观怀玉山 , 妈祖神像、观音送子、猴王献宝等，

游【东海岸景区】：乾坤台、渡仙桥，下午缆车下山，乘车赴南昌。

Festivals节庆
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

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是中国瓷都景德镇创办于 1990 年，每年举办

一届，旨在以陶瓷文化为主，带动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发展，同时推动整

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现已举办了十多届，在国际陶瓷界影响较大。

举办时间：陶瓷节是每年 10 月 12 日，活动时间为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活动内容：活动的过程主要以陶瓷文化为主，有制瓷表演、世界陶瓷精

品博览、制瓷研讨会和经贸交流等。

活动官网：http://www.chinaicf.cn/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方言

景德镇市属于吴方言和赣方言过度地带，属赣方言体系。市区语言几乎

没有吴语影响，与周边相邻县市语言也迥然相异，却与 250 公里以外的

赣方言代表语—南昌话很相近似。

么的－－－－什么，南昌人说“犀利” 

崽里子－－－男孩 

女崽里－－－女孩 

神头－－－傻子 

糙神－－－爱表现，耍宝 

细俺的－－小孩 

qio 泼－－狡猾＋坏 

钻子（头）－小气的人 

习习－－蟋蟀 

恰子——疯疯颠颠 用与女性

九斤——那个老坐在广场的疯汉 

擎搬头——找麻烦的 

驮炮各 －－－－－倒霉被欺负的人

猛子 －－－－－愣头青 

残 7 －－－－－原意残疾，引申：不地道的家伙，惹人讨厌的人 

阔困－－－－－－打瞌睡的人，引申为稀里糊涂，不解人事的人 

捉息子－－－－－爱打扮，扮靓                  

好来势－－－－－非常好，也说“要得”

电话

旅游投诉：0798-8589112

医院

景德镇市中心医院是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条件足以应付旅游过程发生

的小问题。

市第一人民医院

地址：景德镇市中华北路 317 号

联系方式：0798-8523661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景德镇市珠山区东郊新厂陶阳路 76 号

联系方式：0798-8417496

银行

特别是在瓷都大道——昌南大道路口一带，集中了国内各大商业银行景

德镇市分行、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是景德镇市内现有银行

邮局

景德镇市内邮局遍布各处，火车站附近就有，很方便。

珠山中路邮政支局

地址：珠山中路 151

邮电大楼邮政支局

地址：珠山西路 3 号

联系方式：0798-8568270

网络

景德镇宾馆内均有 wifi 可用，个别私人小宾馆除外，预订前记得确认。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景德镇机场位于市区西北面，也叫景德镇罗家机场，距景德镇市中心的

休闲广场约 7 公里。目前有直飞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厦门、

济南等 7 条航线，并有经深圳飞成都、昆明、西安、海口、三亚、南宁、

北海、湛江等城市的无缝转机航班。

地址：景德镇市浮梁县洪源镇罗家村金岭大道

联系方式：0798-8569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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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大巴

运行线路：始发火车站——沃尔玛——人民广场——珠山中路——西客

站——景德镇机场往返

发车时间：根据机场航班发车，如遇机场航班调整，巴士班次也会随时

调整。

星期一、三、六：火车站始发 9:10、11:30、17:45、19:50；机场始

发 10:30、12:50、18:55、21:00。

星期二、四、五、日：火车站始发 9:10、17:45、19:50。机场始发

10:30、12:50、21:00。

票价：10 元

注：景德镇的机场专线班线并不固定，有时候会出现无车可坐的情况，

可选择 5 路公交车前往市区，出机场，走一段百来米的直路，就到金岭

大道，在机场直路出来的右手靠近金岭大道处有条小柏油路，路口就有 5

路公交的站点，或者打车，到市区约 20 分钟左右的车程，一般不打表，

到市区 50 元差不多，60 元是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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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皖赣线上的列车均经停景德镇站。有始发鹰潭、南昌、绩溪县、扬州、厦门、

上海、南京、深圳、泰州、广州、徐州、北京、福州、青岛、昆明等地

的列车，均为 K 字头普快列车。很多到江西省旅游的游客都选择从景德

镇离开，比如去婺源的游客大多都是取道景德镇的。

地址：景德镇市通站路

到达交通：1008、1033、15、2033、23、25、28、3033、33、5、

6、8 路火车站站。

汽车

景德镇目前主要有 3 个车站，其中客运中心站班次最多，以省外长途班

次为主，景德镇汽车东站和里村短途车站则以省内班线为主，值得注意

的是 ，如果由景德镇前往婺源，三个车站均有车可达，但以里村短途车

站车次最为频密。

景德镇发往主要婺源班车一览 

景德镇至婺源路班车：景德镇西客站至婺源坐大巴车 8:00，12:30，

15:30，票价 28 元，走高速 85 公里，约 1.5 小时左右； 景德镇火车站

汽车东站坐大巴车 8:10，14:00，票价 35 元，走高速 85 公里，约 1.5

小时左右； 景德镇里村短途汽车东站，6:30-16:50，每 45 分钟 1 班，

票价 32 元，走国道 90 公里，约 2 小时

景德镇的汽车票有学生票，如果带了学生证的童鞋可以买票时问

一下。 

 

1、客运中心站

俗称西客站，主要是景德镇的大巴、长途班线和都昌、鄱阳，车站以省

际长途客运为主，客运线路以发往浙江省各地的班车最多，其次是安徽省，

往上海、南京、武汉、深圳等大城市也有固定班线。省内以发往九江市

和省会南昌的高速班线最为密集，除此之外，还有乐平、芦田、三庙前、

悻埠、中州、鹰潭、东乡、饶丰等方向的班车。

地址：珠山区迎宾大道昌江大道瓷都大道交汇 ( 近瓷都大桥西 )

联系方式：0798-8582772;0798-8583659

到达交通：1004、15、25、22、28、2、35、46、4、5 西客站站。

2、景德镇汽车东站

发往九江、抚州、鄱阳、余干、古南、万年、黄金埠、南昌等地支线

地址：景德镇通站路火车站对面

联系方式：0798-8208156

到达交通： 11、22、2 路汽车东站；28 路长途汽车东站。

3、里村短途车站

又叫景德镇市短途东站，主要是婺源、瑶里、鹅湖的汽车。

地址：曙光路里村花园附近，马鞍山路南侧约二三百米处

到 达 交 通：1001、1004、1008、1010、1021、1028、1033、

1036、10、11、15、1 路 精 品 线、2004、2033、21、22、23、

26、27、28、2、3033、33、36、46、4、8、三宝专线里村站。

里村短途车站李火车站很近，可以走路过去，约 10 分钟。出了

火车站分右手，走到尽头（约 500 米）是丁字路口，再分右手，

走到圆盘（约 500 米），就是里村花园，还是分右手，走约

100 米左右，右边就是里村车站。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出租车

景德镇的出租车有三类，一类是北京现代，一类是捷达，一类是本地产

的利亚纳。出租车起步价为 6 元 /2 公里，晚上 11:00 后加 1 元。另外，

景德镇摩托车也非常多，起步价 3 元。

联系方式：0798-8526333（叫车）；0798-8516060（举报）

吴不知  景德镇的 TAXI 大都喜欢拼客，早晚高峰期间，市区，新厂一带

堵的和大城市没区别。注意错开高峰期。

公交

景德镇市区有公交线路 40 多条，大部分的运营时间结束得很早，大约晚

上 18:30 就没有了，只有极个别的路线运营至 21:30 或 22:00，所以出

行要赶早。大多为 1 元，少部分空调车为 2 元，无人售票。除了三宝陶

艺村其他的旅游景点都可以公交前往。

联系方式： 0798-8492125（公交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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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推荐阅读：《景德镇陶录》

《景德镇陶录》是清乾隆、嘉庆年间景德镇人蓝浦所著，六卷，后经弟

子郑廷桂增补为八卷，另加入卷首《图说》和卷尾《陶录余论》共十卷，

在嘉庆二十年（1815 年）由异经堂刻印刷出版（四册一函）。

书中有陶冶图说、清御窑厂、陶务、景德镇历代窑考等内容，详记了景

德镇陶瓷制作的十七工与十八作，开列了各种釉色的配方，对瓷土、釉

料、青料的出产地与精粗记录也颇为详尽。此外还介绍了景德镇自唐宋

以至明清各期的瓷窑，汇辑了自唐宋以来有关景德镇的文献记载。今次

推出图文本，由连冕先生对原书文字做了校注，遴选两百余幅瓷器图片，

以斯做到图文并茂，更好地诠释原著。

带上音乐去旅行

从走红于 18 岁的青涩年纪开始，周传雄的演唱实力就是他在流行歌坛的

一大卖点，他干净中略带沧桑的特殊嗓音，一直让周传雄的声音在情歌

表现上，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他同时也是台湾乐坛的一线音

乐人，他的音乐创作源源不绝，优游于商业与创作理念之间，如鱼得水

的穿梭往来。温柔的男声，令人心碎的音乐令人无法遗忘；从小刚到周

传雄，从民间暗火到有华人的地方，都听得到他的声音；从“hasayake”

到“黄昏”，从“我的心太乱”到“男人 • 海洋”；从痛不欲生的悲伤，

到坦然面对的潇洒；或许悲伤是他的代名，但我们看到的是，他的音乐，

是成熟的，在里面是永远找不到浮躁的，他的音乐，只能是真正成熟的

人才能听懂的，才能与他一起在音乐中沉沦的。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