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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上海黄

金交易所、上海钻石交易所等建立了深

文化美学。深圳珠宝博物馆与各个深圳

珠宝、绿松石王国、钻之韵等珠宝企业合

珍珠协会举办了 � 场珠宝文化宣传等公

度合作机制；与多个珠宝企业 TTF 高级

作日益密切；与国内外多所高校德国特
里尔应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

（北京、武汉）、西北工业大学、同济大学、
时间宝藏（沉浸式通道）

一、年度总结

Annual summary
漫长时光犹如白驹过隙，孕育着璀璨

与永恒。一克黄金，蕴含地球、宇宙的

心”定位，通过数据资源整合与数据库

的历程；一颗钻石，淬炼亿万年高温高

饰企业基本信息、一带一路沿线 �� 个成

神秘信息；一滴琥珀，演变松香千万年
压的精华。这些地球深部的精灵，在漫

长的时光中，用每分每秒时刻孕育着璀
璨与永恒。毫不夸张的说，珠宝是“只
争朝夕，不负韶华”的最佳典范。

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深圳珠宝博物馆

已初具规模并对外开放，在 ���� 年 ��

月 �� 日，迎来了一周年盛典。博物馆由
自然之宝、物佩之美、设计之光、深圳

之路、湾区之梦等五个常设展厅组成。

在展藏品共有 ��� 套 ���� 件，藏有国际、
国家级珠宝设计大赛的获奖作品、罗湖

知名珠宝品牌与知名珠宝设计师作品，

��% 以上现有藏品为当代珠宝首饰作品。
更是有无数璀璨耀目的优秀展览、创意
活动、主题沙龙与珠宝文化公共教育受

��

上 海 大 学、中 山 大 学、南 京 艺 术 学 院、

构建，将全国范围内约 ����� 家珠宝首
员国珠宝贸易信息纳入数据系统。与深
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实现数据对接，约
��� 份国内外珠宝标准文件在深圳珠宝

博物馆大数据中心实现线上查询。与中

国南方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中国版权保
护中心粤港澳版权登记大厅”达成战略

北小学和深圳技师学院的学生共计举办
了 � 场与珠宝相关的公益教育活动。

与国内外珠宝专家、学者、设计师

济管理职业学院、广西桂林理工大学、

计师孙倩召开了其个人的珠宝设计新品

珠宝学校（博伦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经

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广州南华工贸学院、华南农业大学、
开启校馆合作新模式，成为华南农业大
学艺术学院实践教学基地、深圳科普教
育基地、深圳儿童友好型活动基地；与

国际的交流也更加频繁深入，多次接待
了法国、比利时、西班牙领事馆、外事

办亚洲处等单位，通过交流与思维碰撞，
获得了更多新思路和新方法，为深圳珠
宝博物馆注入了新活力。

年 � 月 �� 日，宝博联袂中国知名珠宝设

发布会并举办“漫游记⸺孙倩珠宝设计
精品展”，感受珠宝艺术作品里自然世界

的微观表达，以及玄妙无穷的精神世界。
���� 年 �� 月 �� 日联合华南农业大学艺

术学院设计系讲师梁卉莹举办“莹彩飞
扬⸺梁卉莹首饰设计个人作品展”，并

在 �� 月 � 日，携手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
院与可朋珠宝举办香云纱与珠宝设计主
题分享会。

在馆际交流方面，我们也高度保持紧

密的联系。与萃华珠宝博物馆建立联藏机

制；并组织了�场馆际交流活动，其中国内

馆际交流�次，国际馆际交流�次。作为深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

圳珠宝博物馆的使命与目标，我们将着力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达成了良好的合

打造好世界珠宝看中国的窗口，中国珠宝

作关系。图书馆也进行了持续的优化与

走向世界的窗口，成为珠宝行业转型升级

升级，现藏 ���� 本国内外珠宝相关书籍、

的关键平台。未来，深圳珠宝博物馆还将

文献。

为社会奉献更加精彩纷呈的专题展览与

一年里，深圳珠宝博物馆得到了深

媒体、文博界和高校等的广泛支持与高

益活动。在教育培训方面，分别组织翠

和工艺大师的往来活动日益频繁。����

合作关系。与深圳市知识产权联合会、

圳市罗湖区政府、全国珠宝行业、各界

珠宝区域品牌、中国宝玉石杂志、深圳

深圳技术大学、深圳技师学院、深圳市

安徽工业经济学院、河北地质大学、贵
深圳珠宝博物馆针对“一馆一库三中

为传承珠宝人匠心筑梦，传播珠宝

主题活动，继续以特区之名讲好东方珠宝
深圳之路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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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览内容

Theme Exhibitions

���� 年，深圳珠宝博物馆为公众奉

献了四大主题类型展览，包括“领舞华
夏 · 盛迎鼠年⸺十二生肖迎新春珠宝设

计发布特展”、“荆楚松绿⸺绿松石主题
特展”
“时代的力量⸺深圳设计四十周
展览现场

二、媒体情况
访与报道，报传统媒体类涉及《光明日

报》
、
《学习强国》
、
《香港商报》
、
《南方都市

物馆形象，与公众进行及时的沟通、交

报》、
《 深圳新闻网》、等等，珠宝业内媒体

流与宣传。深圳珠宝博物馆运营的媒体

平台包括深圳珠宝博物馆官网、官方微
信、微博、小红书。此外，深圳珠宝博
物馆开通了博物馆的 Instagram 官方账

号 ( jewelrymuseumofshenzhen)，维
系重要的国际对外交流平台。

作为日常重点工作之一，深圳珠宝

博物馆根据各项工作的际开展情况，定
期对官网各个版块，如展览、活动、传

播与分享、参观咨询等进行内容更新，
及时、清晰地将博物馆最新资讯信息分

享给网站访客。在媒体渠道方面，深圳珠
宝博物馆在各种类型媒体平台上保持高

曝光率与高参与度，馆方策划举办的各
个展览与活动、临展艺术家、新锐珠宝
设计师都有深度的探

��

展览现场

中华文明的内在生命力正一次次地惊艳

运营工作，向公众发布博物馆展览与活
动相关信息，宣传博物馆理念，树立博

珠宝创优活动优秀作品展”共计四场各

有特色的展览。���� 年的四场展览中，

Media Report

深圳珠宝博物馆重视并开展自媒体的

年特展”以及“重聚⸺第五届“天工精制”

报》、
《深圳晶报》、
《深圳晚报》、
《深圳特区

有《中国黄金报》、
《宝玉石周刊》、
《中国宝
玉石》等等。

着世界，从对东方文化设计与价值内涵
中，探索“中国设计”新生代珠宝设计

力量，透视着中国当代的珠宝生态。东

方珠宝文化的当代性表达，是对于这不
平凡的一年的人生百态的解读，更是闪
耀着地冲破黑夜的光芒。

（一）领舞华夏·盛迎鼠年⸺十二生肖迎
新春珠宝设计发布特展

自深圳珠宝博物馆建馆以来，我们

���� 年 � 月 � 日，在此辞旧迎新之际，

致力于成为珠宝行业的风向标，成为世

深圳珠宝博物馆联合 TTF 高级珠宝拉开

重要窗口。伴随着 ���� 年元旦的来临，

新春珠宝设计特展”帷幕。

界珠宝来看中国、中国珠宝走向世界的
我们踏入了一个新的年代，凝聚着中华

了“领舞华夏 · 盛迎鼠年⸺十二生肖迎
此次展览甄选子鼠、亥猪、戌狗、酉鸡、

传统文化的十二生肖即将开始一次新的

申猴、未羊、午马、巳蛇、辰龙九大生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终身不能更改的标记

作品参展，力求在发扬十二生肖独特文

轮回。陪伴了我们近三千年的生肖文化，
和烙印，凝聚了千年的文化与历史。它

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我国弥

足珍贵的文化资源，更是中华民族文化
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独特标志。

展览现场

肖的优秀珠宝设计臻品，一百六十余件

化精神、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光辉的同时，
结合最优秀、现代的高级珠宝工艺技术，
融合成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欢庆中国
传统春节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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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代的力量⸺深圳设计四十周年特
展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为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 周年，

由深圳设计周暨环球设计大奖组委会主
办、深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深圳市

创新创意设计发展办公室指导、深圳市

展览现场

平面设计协会（SGDA）承办的“深圳设
（二）荆楚松绿⸺绿松石主题特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进

程中总会伴随一些灾难。庚子鼠年春节
之前，一场以新型冠状病毒为诱因的瘟
疫横亘在归家团圆的中华儿女面前。在

灾难面前，人类奋起反抗，为同胞祈福；

共同战胜阴霾，迎来新生。抗疫的过程，
其实跟宝石的前世今生相互呼应。

在这一特殊的时期，���� 年 � 月 ��

日深圳珠宝博物馆联合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珠宝学院主办“荆楚松绿⸺绿松石

计 �� 周年”系列活动，于 ���� 年 � 月

线相互映照，彼此呼应。

�� 日深圳设计周期间在线开幕。

我们将让以”抗疫“为

本次“深圳设计 �� 年”系列活动时

主题的绿松石设计作

尚珠宝板块的学术策展人由 TTF 高级珠

疫的见证物在同一个空

任，通过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艺术珠宝

品、绿松的原石以及抗

宝品牌创始人兼艺术总监吴峰华先生担

间里构成一个共同的叙

佳作，向世界展示深圳珠宝设计力量的

事，借此铭记此次抗疫

同时，思考深圳珠宝设计未来发展方向。

过程中可贵的精神与感

本次展览从深圳设计周云上展览“云上设

宝世界发散出的璀璨光

中，征集其中 �� 套 �� 件优秀的珠宝设

人事件，并希望借着珠
芒，刺破漫长黑夜。

计 创意无限”的时尚珠宝板块线上作品

展览现场

主题特展”，祝福国家早日走出阴霾，也

展览现场

计作品，来到深圳珠宝博物馆进行线下
的 展 出。以“时 代 的 力 量”为 主 题，回
顾 �� 年来深圳设计取得的巨大成就，思

以此铭记。湖北绿松石在中国久负盛名，

考深圳设计未来发展，擦亮“深圳设计”

以荆州石和襄阳甸子著称。其酷似蓝天

城市品牌，探索“深圳设计”全球定位。

的色泽，因此在东亚古国和古埃及都较早

成为天体的象征。在我国的神话观里，
绿松更被认为苍天赐下人间的符号物。

本次展览以湖北盛产的美丽宝石⸺

绿松石作为主线，以“磨砺”、
“祈愿”、
“新
生”三部分让抗疫过程与绿松石的故事

��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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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教育

Public Education

���� 年，深圳珠宝博物馆公共教育活

展览现场

（四）重聚⸺第五届“天工精制”珠宝创优
活动优秀作品展

���� 年末，深圳珠宝博物馆携手第

� 届“天工精制”珠宝创优活动，为大家
呈现新年特展。“五载天工风雨同路，承

展览现场

动中爆发出持续的能量，在公共教育活
动中不断创新与深化，采用明确活动设

计线索，提升活动学术内涵。本年度中，
深圳珠宝博物馆持续为公众带来共计 ��

场公共教育活动，围绕博物馆社区化特

匠心独韵、璀璨臻品的汇聚即是优

质，发挥博物馆重要功能。

秀珠宝作品与设计师又一年的相聚，也
是深圳珠宝博物馆对因新冠疫情而相隔

“宝石魔术师”儿童珠宝工坊活动现场

（一）
“宝石魔术师”儿童珠宝工坊

多地的家庭与朋友的祝福与祈愿，祝愿

� 月 �� 日，“六一”前夕，深圳珠宝

相爱的人们可以早日重聚。

博物馆开展“宝石魔术师”儿童珠宝工

坊活动，邀请了一群萌娃，一起探秘“

启精制思变求新”。在呼唤“工匠精神”

宝石魔术师”的百变之谜！

的时代，如何将珠宝首饰与“非遗”相

结合，使珠宝艺术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

在老师悉心的教学下，孩子们将生辰石的

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

孩子们走进宝石魔法的世界中，纷纷发

知识刻在脑海里。近距离鉴赏宝石，让

展现独有的魅力，已成为珠宝行业持续、

挥想象力，为漂亮的宝石加上美好的寓

本次展览将以“重聚”为主题，以设计发

意，感受到生辰石的魅力与神秘且与众

声、匠心永恒、科技启迪、市场对话四

个篇章为大家展示活力原创珠宝设计、

展览现场

历代传承的工匠精神、科技迭代的珠宝

传奇以及珠宝的未来市场趋势。原创珠

不同的绿松石世界。

“宝石魔术师”儿童珠宝工坊活动现场

宝设计是艺术的再现，是观念的表达与
精神的外延，更是设计师与作品发声舞
台。珠宝艺术与工艺背后的是匠人匠心
的坚守、珠宝技艺的每一次精进与变革都

带着科技进步的烙印，为设计语言和创
作提供了无限可能。

��

展览现场

��

年报

ANNUAL REPORT

（四）珠宝文化大讲堂系列讲座—广东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专场

�� 月 �� 日，深圳珠宝博物馆联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举办了

珠宝文化大讲堂系列讲座—广东轻工职业

技 术 学 院 专 场。中 国 地 质 大 学（武 汉）

“绮梦云端，手摘星辰”
DIY亲子工坊活动活动现场

珠宝学院院长杨明星，不远万里，在发

布中心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首饰设
“绮梦云端，手摘星辰”
DIY亲子工坊活动活动现场

（二）
“绮梦云端，手摘星辰”DIY亲子工坊
活动

� 月 �� 日在父亲节之际，深圳珠宝

博 物 馆 举 办“绮 梦 云 端，手 摘 星 辰”
DIY 亲子工坊活动，一群天真可爱的小

计班的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讲
座，让学生们走出教科书，第一次接触

到了珠宝在市场中的行情与动态。而后

胸针，向爸爸们表达爱意。

孩子们在十多种糖果色宝石上找到

代表自家爸爸的宝石，一点点堆砌成“宝
石塔”，在大手与小手的协作创造中变幻

成一枚枚独一无二的宝石勋章。宛若星
辰的宝石、五彩斑斓的童心，孩子对爸
爸的爱意与祝福也被蕴藏在这简洁的胸
针中。

活动现场

于深圳珠宝博物馆参观学习，感受了自

匠心独韵、璀璨臻品的汇聚即是优

然、工艺、文化于珠宝的碰撞。

秀珠宝作品与设计师又一年的相聚，也
是深圳珠宝博物馆对因新冠疫情而相隔

多地的家庭与朋友的祝福与祈愿，祝愿
相爱的人们可以早日重聚。

萌娃与“超人”爸爸们组队参加，创造
了一个个独一无二的镶嵌着宝石勋章的

活动现场

活动现场

（三）
“荆楚松绿⸺爱在一起，筑梦同行”
系列爱心活动

� 月 �� 日，深圳珠宝博物馆联合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以及几家

（五）匠·新⸺首饰制作金工体验课课程

活动现场

�� 月 �� 日至 �� 月 �� 日，深圳珠

宝博物馆为对珠宝首饰制作感兴趣的社

爱 心 企 业 举 办 了“荆 楚 松 绿⸺爱 在 一
起，筑梦同行”系列爱心活动。

会观众先后开设了 � 次匠 · 新⸺首饰制

观众正在体验戒指定制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画作是可以

作金工体验课课程（银戒指定制）。观众

在工匠师傅的帮助下，让一块银料经过

跨越年龄、性别、地域和文化差异的视

退火、锯切、焊接等工艺，然后用双手

觉语言。我们邀请到 �� 组亲子相聚在深

圳珠宝博物馆，以酷似蓝天的绿松石色

为主色，在爱心画框中画出一幅幅充满

爱的画作，遥寄对藏区小朋友们的祝福。

活动现场

不断地敲打、打磨，使一个银块，蜕变
观众正在体验戒指定制

成了一枚精美的银戒指，完成一次由心
而生与工匠精神的对话。

一幅幅暖心的画作，为藏区学子传递着
满满的正能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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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珠宝主题沙龙
Jewelry Salon

金憓教授现场展示的香云纱设计作品

宝博位于深圳珠宝行业的心脏地带，

自 然 也 与 这 个 行 业 的 发 展 同 频 共 振。

（二）
“明月纱间照，香云石上游”⸺香云

���� 年来，我们密切关注珠宝行业的发

展状态，并针对从业者的需求推出珠宝

活动现场

主题沙龙系列活动，邀请各个领域的专

纱与珠宝主题分享

�� 月 � 日，深圳珠宝博物馆携手华

家、学者做客珠宝文化客厅。在这一年

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与可朋珠宝举办香

分别是 # 设计语言 #、# 跨界互融 #、#

大学设计系讲师梁卉莹老师分享了关于

云纱与珠宝设计主题分享会。华南农业

的活动里面，可以总结出几个关键词，

珠宝的创作心得，她以岭南特有的物产

历史溯源 #。

（一）SUNCHIN《漫游记》

空间，著名珠宝设计师孙倩与公众分享

究员易华教授为公众分享了周代红玛瑙

香云纱完整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工艺流程。

创作内幕，同时也对自我成长进行剖析

作为服装面料中的软黄金，它与珠宝也

和回顾，传递她的创作“心法”。现场还

有跨界共融的案例。

进行了孙倩新书《珠宝漫游记》的签售

从 �� 月 �� 日至 �� 月 �� 日，深圳珠宝

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作品展示。

梁卉莹女士举办题为《莹彩飞扬⸺梁卉

活动。同期，孙倩老师也在图书馆空间

一叶可以知秋，而一颗玛瑙珠子可

之前。在分享会期间，金憓教授为公众
计策略研究》的专题讲座，生动介绍了

的人生态度、美学观点以及很多作品的

梁卉莹展作品《木棉礼赞》

以透视整个上古世界。�� 月 �� 日，中

带来一场题为《非遗香云纱服饰创新设

了她设计的心路历程。她不仅讲述了她

（三）红玛瑙珠的故事⸺易华

为创作题材，以丰富多彩的珠宝材质和
精湛的工艺传达她对于本土风物的喜爱

� 月 �� 日在深圳珠宝博物馆的图书

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
珠的源起。从中原到中亚边疆，可以一

直追溯到南亚印度河流域和西亚两河流

域，从材料和工艺两方面可以探寻其传
播脉络与仿造过程，亦可佐证上古确实
存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

博物馆特邀华南农业大学珠宝设计讲师

孙倩展出作品

活动现场

��

宝博艺术总监吴峰华先生分享

莹首饰设计个人作品展》，展示十余件具
有岭南风情的珠宝作品。

分享会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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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来展望

Vision of the Future
宝博承载着展览功能的同时，也为

回望宝博走过的一个半年头，我们

城市提供公共教育，珠宝让孩子们更加

在这里宝石流光溢彩，闪耀着自然的奥

手艺。珠宝不仅加深了孩子们对科学的

为外界打开了一扇通往珠宝世界的大门，
妙；人类的智慧创造出永世流藏的珍奇；
在这里各种生命被雕刻得栩栩如生，电

光石火的瞬间凝结为永恒，历史的片段
在同一个空间相遇。我们在这里迎接八
方来客，让更多人走进它，读懂它：原

来珠宝不只是奢华的代名词，它更是自
然的馈赠和人类亲密的朋友。

宝博在新的一年里，将在优化现有

常规展览的同时，推出更加重量级的主
题展。我们将引进国内外的顶级展览资
源，呈现出生动而有趣的艺术盛宴。我

们希望这些展览不仅仅是吸引人眼球，
而且能将深厚的文化内涵融入于展陈当

懂得爱护自然，也更加尊重传统文化和
认知，也启发了对于无穷尽的美的感悟。
在未来，我们还要进一步开展有趣而生
动的工艺坊，让孩子们打开创造力，培

养设计的思维；让更多父母亲与小朋友
前来共同探索珠宝的奥秘。我们正在着
手研发是个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研学

课程，让珠宝知识与学校课堂有机结合；
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探索与玩耍中增
强体验和认知。我们也将更加注重珠宝

院校学生的社会实践，为学生提供文创、
讲解、设计等实习的机会，并开展更多
公益的分享活动。

作为珠宝行业的一个有机体，我们

中。我们将更加注重展览前的调研，给

乐于作为一个分享最前沿信息、最深刻

品的态度打造每一个精品展览。在展览

将每月推出至少一次的主题沙龙，除了

予每个展览更长的筹备时间，以雕琢精
的主题上，我们将涉猎更加多元化和国
际化的内容与议题，如民族服饰、生态

与环保等，在展品上也将做到更加的有
分量与艺术价值。另外，我们也将提升

展览的国际化水平，在内容上面以双语
和国际标准呈现。

��

在新的一年，我们将充实宝博的珠

宝数据库，将世界上最精彩的珠宝藏品
通过线上链接到宝博。作为一个年轻的

城市和一个新生的博物馆，古董的珠宝
作品稀缺成为我们的一个劣势，但是在
科技手段的介入下，我们可以弥补这个
遗憾，我们甚至希望能够通过 VR 设备

让观众在这里看到从古至今最珍奇璀璨
的珠宝作品。

在迈入两岁之际，宝博的脚步勇敢

而朝气蓬勃。我们将继续围绕着“一馆、
一库、三中心”的功能定位，将宝博这

件“珠 宝 作 品”打 造 等 更 加 精 致 耀 眼，
将我们的各类活动举办得更加有声有色，
让四面八方的观众来这里获得更加舒适

自然之宝展厅

和充实的体验。

宝博在时代的潮流中，将追逐着那

一朵朵在阳光中闪烁的浪花，向前奔腾。

见解的分享平台。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 年关于设计、跨界和历史的课堂外，
我们还将邀请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推
出关于品牌、收藏、鉴赏、时尚趋势等

活动。我们还希望将形式进一步活化，

将艺术、音乐、美学等融入于活动之中，
让珠宝更好玩，与美好的生活交相呼应。

设计之光展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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