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件优秀的珠宝产品，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珠宝品牌设计师的创意天赋和设计灵感，更能体现
出珠宝品牌管理团队、设计团队、生产团队、销售团队专业合作下对自身品牌迎合消费者的市场需
求、引领珠宝行业设计潮流的掌控能力。可以说，每一件优秀的珠宝产品，都是珠宝品牌得以铸造
辉煌地位的基石所在。而一些大师的收藏级作品，尽管早已不在市场流通，但是，
大师们呕心沥血、才华横溢的创作，往往是激励珠宝品牌后晋设计团队的一座座
丰碑，是彰显珠宝品牌实力的重要标尺。

今天，我们推出部分珠宝行业金牌产品的候选作品，这既是珠宝品牌苦练内
功的艺术体现，更是珠宝品牌自身软实力的最佳展示。让我们为这些优秀的珠宝
作品投上自己支持的一票吧！www.hnrb.cc

龙牌手把件
河南大唐通宝珠宝有限公司

这是一款非常大气的龙牌手把
件。雕刻大师利用质地细密、毫无
杂质的白色刻画出气势磅礴的巨
龙，又采取了磨砂工艺，使整条巨龙
显得高贵而含蓄。

巨龙以盘旋的动势手握一块满
绿如意，这块如意可算是整个把件
的精华所在，正阳的冰底绿色让如
意具有了天然精气，可谓是自然界
中的一块灵石。在如意上又刻画出
一只机灵的运财鼠，磨砂工艺的运
财鼠又与巨龙的工艺相呼应，让整
个把件浑然一体。

金福玉璧
华昌珠宝有限公司

它糅合了玉石镂空、足金铸造、错金、
镶宝等复杂工艺，设计初衷是以“天下第
一福”为核心，展现出中华几千年的文化
底蕴和精湛工艺，也寄托了世人对幸福生
活的向往，以及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月光女神
上海金伯利钻石有限公司

该作品由金伯利钻石设计总监、首席设
计师朱文俊女士亲手设计。整套作品共用
了极品美钻 1877粒，总计 108.123克拉，项链
总重 396.71克。

设计师以海上明月为创意灵感，通过极
具感染力的设计，将灵动注入其中，仿若月
光女神深邃迷人、纯净无瑕的优雅风范，淋
漓尽致地展示了钻石的璀璨光芒与生命力。

星空
金美福珠宝有限公司

星空甄选数十颗天然无烧、纯净无
瑕的顶级矢车菊蓝宝石作为主石，以
璀璨的钻石、坚洁的 18K 白金，织就出
层层璀璨夺目。将蓝宝石环绕点缀在
如繁星一般的钻石之中，映衬出蓝宝
石恬静高雅的清新气质，展露出超凡
脱俗、悠然盛放之美。

“世纪之恋”钻石
金鑫珠宝集团

“世纪之恋”钻石源于全球首屈一
指的优质钻石产地——非洲博茨瓦纳。

钻石重 21.6 克拉，有 1 角钱硬币大
小 ，价 值 1280 万 元 。 是 金 鑫 珠 宝 于
2012 年历经数月的甄选与谈判，最终
选定并从迪拜运回藏于金鑫珠宝郑州
正弘旗舰店，旨在表达金鑫珠宝在 21
世纪对于中原大地爱的祝福，并把 21
克拉钻“世纪之恋”作为对爱情的敬仰
与向往永恒的珍藏……

密玉《释迦牟尼》
新密市聚宝楼玉器厂

作品选用大块稀缺的特级绿色
密玉雕琢而成，充分利用了密玉的
色泽与质地，同时兼具了大师的文
化底蕴，构思细腻，依色赋形，摘色
干净利落，彰显出释迦牟尼慈善安
详的面容，引人遐想；后期实施亮
光、磨砂、柔光等多种光亮手法，把
密玉的温润、厚重、刚毅玉的五德：
仁、义、智、勇、信特点表现得淋漓
尽致。

作 品 荣 获 2014 年 度“ 陆 子 冈
杯”特别金奖。

孔雀蓝套系
香港龙泽润宝国际珠宝有限公司

以皎洁清透的大颗玻璃种翡翠作
为主石，顶上镶缀以靛蓝色的彩宝，如
同孔雀骄傲而尊贵的顶冠；而错落般
垂坠摇曳的尾巴，随着投射穿透的光
线，旋转出粼粼波光，展现出翡翠珠宝
无限魅力。

丝路花雨
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此作品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志刚
经典代表作品之一，用黄金打造，该作品
荣获东南亚第十一届钻石首饰制作金
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手工艺品获得
的第一次国际金奖。

丝路花雨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梦金园金首饰加工技艺”的代表作
品。制作该作品包含了传统金首饰加工
技艺中的花丝工艺、錾花工艺、打胎工
艺、镶嵌工艺和打制、雕刻、累丝、琢玉、
镶嵌、焊接等制作手法。

凤求凰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

凤，栖于梧桐；凰，翱于九天。世
界辽阔，谁在等你出现。也许彼此的
距离，只是那惊鸿一瞥。

梦祥集团“挚爱一生婚嫁系列”，
以 百 年 吉 祥 银 饰 ，打 造 人 生 最 美 时
刻。传统纯手工工艺，精心雕琢，花丝
缠绕，情丝延绵，承载浓浓祝福，寄予
生活无限美好，纵然天地遥远，终能守
望此生幸福。

“龙凤和鸣”金AU9999套链
铭心实业集团

设计师匠心独运，细微处下足功夫。
一对龙与凤首耳相依，腾飞于祥云之端。
对于龙凤造型提取概括，用流畅的曲线，
百回轮转，精致流畅而不繁复，整体雍容
大气。飞龙遒劲，神态富有张力，尽显宏
大王者风范；凤凰柔美华丽，体态丰盈，更
具圆满富贵之像。龙鳞凰羽如烈烈火焰，
肆意燃烧，项链由朵朵祥云连接而成，可
谓好运集于一链，好事成于一身。在工艺
上采用激光焊接，无焊点焊料，成就了至
真至纯的MX金AU9999“龙凤和鸣”。

金镶和田玉吊坠——淡雅
乾昌珠宝有限公司

方形的和田玉象征着平安，而紫荆
花和红宝石则寓意爱情的“矢志不渝，不
离不弃”。此款金镶和田玉吊坠中的和
田玉采用新疆地区高品质和田玉打磨而
成，将黄金和红宝石通过镶嵌手法完美
而立体地结合，被赋予了“将平安送给最
爱的人”的含义。

金镶玉的技术也寓意“金玉满堂”，
象征着财富和才学，此款吊坠不仅体现
出了现代珠宝时尚的特征，也弘扬了中
国传统文化中“金玉良缘”的特性。

多子多福
河南天成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缅甸翡翠颜色鲜亮平和，温润而泽，有很
高的经济保值和收藏价值，故而称为“玉中之
王”。内蕴丰厚，宁静而高雅，这正是许多人
追求和赞美的品格。

这件翡翠摆件“多子多福”，陈列于天成珠
宝郑州市二七塔北 100 米天成金楼三楼，质
地细腻温润、饱满、色泽靓丽，雕刻精美，造型
独特，寓意吉祥如意、多子多福，是件难得的
精品佳作。

南阳玉雕《九龙晷》姊妹产品
南阳市拓宝玉器有限公司

这件河南省赠送澳门特别行政区礼品——
南阳玉雕《九龙晷》姊妹产品，是精选一块与
已送至澳门的《九龙晷》玉质完全一致的完整
优质河南南阳独山玉,由南阳市玉器厂数名
工艺美术大师历经数月精心设计、精心雕刻
而成的。

该产品的整体造型为椭圆型，正面雕刻
有九条形态各异相互缠绕的盘龙，紧紧环绕
在中间的“日晷”周围。整个作品因料施艺，
四周点缀着牡丹、荷花、荷叶和浪花、祥云图
案。与主体玉雕部分相互辉映，浑然一体。

远古留香
河南一恒贞珠宝有限公司

铁线蕨是从远古时代生存至今的稀
有植物，它完美诠释了生命的坚韧永恒，
设计师从中寻觅灵感，以远古铁线蕨为
灵感，配以色彩艳丽，高雅不俗的碧玺，
在钻石和 18K 金的相互映衬下，用迷人
的姿态，展现高贵的气质，坚韧永恒的线
条让艳丽的碧玺愈发温婉动人，自然自
在，优雅自若。

尊贵·红
河南元亨利珠宝有限公司

“尊贵·红”产品的设计创意来源于
红色与东方元素的和谐律动，属于抽
象型表现手法。

该产品的尺寸达到 50mmx28mm，
元亨利珠宝臻选碧玺中最珍贵的玫瑰
红品种作为主石，使用经典的明亮式
宝石切割技术，配合精湛的钻石 K金微
镶技术，设计上采用灵动飘逸的手法，
融合中国传统色彩美学，整个吊坠展
现出夺目的光彩。

星光系列千足金项链
中原珠宝城

中国黄金的这件作品，灵感源
自漫天的星光，知性而魅力四射，炫
出真我本色，激发自主火花，尽情表
现，活出一生的灿烂。以中心向两
边延伸由大变小，主次分明，大小相
同的星芒装饰点缀，烘托主体，在不
同舞台绽放迥异光彩。精密切割成
四个大小相同的立面图，呈金字塔
形，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足以表明
工匠的良苦用心。

龙牌
郑州一心珠宝有限公司

这件中国珠宝选送的玉雕作品，玉质
精良、雕工细腻、浑然天成。

中国珠宝自上市以来，秉承“信、达、
博、雅”的企业精神，以“打造新奢华主
义”为经营理念，以“树立民族品牌”为发
展目标，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在国内加盟
门店已突破 500 家。在不久的将来，“中
国珠宝”将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珠宝
品牌之一，也必将成为在国际上能够真
正代表中国珠宝的民族品牌之一。

“盘羊启泰”千足金摆件
周大福珠宝金行（武汉）有限公司

凝聚绵长福泽，拥有 85 年历史
的 华 人 第 一 珠 宝 品 牌 周 大 福 ，为
2015乙未羊年倾心呈献全新羊年黄
金生肖摆件和饰品。羊在十二生肖
中乃安泰吉祥之象，并代表温顺娴
静与善美正义之身。周大福则汲取
中华文化中生肖羊的美好寓意，融
合其精湛的雕琢工艺，独具匠心地
打造娴静优雅的安泰金羊。

“盘羊启泰”千足金摆件——由
足金打造出栩栩如生的羚羊，正气
凛然的仰望前方，祝您在新的一年
吐气扬眉，东成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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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金牌产品”
消费者推选活动候选作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