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件作品的创作时间是 5 年，甚至是 10 年，在如今这
个追求速度和节奏的社会，你是否觉得不可思议？

对于年近七旬的仵应汶来说，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仵应汶是首届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和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也是镇平玉雕大师群的领军人物。记者采访他说，他
正在创作一个佛教题材的水晶作品《万法归宗》，“这是一
个极其艰难的创作过程，已经是第 11 个年头了，因为原材
料太珍贵了，我想让它得到最完美的艺术呈现。”

仵应汶上世纪 50 年代初出生于镇平县一个玉雕世
家，1972 年进入当地玉器厂工作，20 岁时创作的岫玉《九
龙双层转动花薰》荣获国家工艺美术百花奖优秀创作奖，
现珍藏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南厅。

2006 年他精心雕刻的水晶作品《三教九流图》作为国
礼赠送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寻找原材料，他走遍国内所有
水晶市场，创作期间废寝忘食，沉醉入迷。仵应汶调侃
说，那是一段地狱般的日子。

十年磨一剑，是对仵应汶艺术生涯的最好诠释。这
些年来，他创作的作品特别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
别具艺术感染力。如作品《千手观音》中的观音慧目下
视、面目慈祥，手部刻画得十分细致，或伸、或屈、或正放、
或侧举，灵动地表现出观音拯救众生于苦难的慈悲胸怀；
又如黄水晶作品《佛首》利用亮光与亚光相结合的手法，
将佛像面部处理得既有质感又沉静安详。

在镇平，一个玉雕大师可以带动一个流派的传承。
仵应汶 40 多年的玉雕从业生涯，学徒已突破千人，70 后
梁飞雄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老师的影响，梁飞雄做玉雕，
追求极致，每一件作品都力求做到最美。记得那是一个
偶然机缘，原石已经被量好尺寸，准备切开出手镯的时
候，梁飞雄当机立断买下，经历无数个日夜雕琢，终于把
别人眼中普通的手镯材料变成了备受人们喜爱的《四臂
观音》，并荣获 2011 年星火奖金奖。

爱玉之人看到一件件巧夺天工的玉雕精品时，他们如
何知道玉雕大师们在精雕细刻上下的苦功？在中国玉雕
大师魏玉忠身上，同样能感受到玉雕技艺的神奇。他用整
整两个月时间创作的一对清玉薄胎对瓶，不但外表一模一
样，难分彼此，把两只瓶放在天平上，重量不差分毫。他的
白玉作品《云龙瓶》获 2004 年中国玉石雕刻作品“天工奖”
金奖，并入选全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以微雕手法创作玉雕作品，中国玉雕大师郭文安是
国内第一人，他用 30 余年的时间让微雕别开生面。其作
品，无论是细如发丝还是小如米粒，其线条在圆转飞动中
均不乏动感，极具张力。

很多人都对郭文安的玉石微雕作品《五百罗汉图》记忆
犹新。在鹅蛋大小的玉料上，雕刻出 500个形态各异、栩栩
如生的罗汉，脸上的表情都清晰可见，其中的难度可想而
知。郭文安说，大型的雕刻可以借助很多现代工具，但微雕
太微小，全靠手工操作。微雕中只要手稍微一抖，就完全报
废了。郭文安在每一次微雕前，都把所要表达的内容在纸
上画几十甚至几百遍，只有成竹在胸才动笔，他用半年时间
创作的《五百罗汉图》曾引起玉雕界轰动，并荣获2010年百
花奖金奖。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王志戈是典型的学院派也是个“较
真儿”的人。他从学校毕业后，遍访名师，虚心向国家级玉雕
大师仵应汶、孟庆东等求教，并跟随醒石工艺刘国皓大师学习
玉雕技艺。他反复琢磨中外美术作品，在创作中大胆借鉴传
统绘画、雕塑艺术手法，靠着刻苦的钻研精神，创作了一批风
格鲜明的玉雕作品。“我们订制的玉器至少要等半年以上。”
记者采访时，一位慕名而来的买主说，如今的时代，只有精
细的、有品位、有风格的东西才能打动人心。

田间地头、顽童嬉戏、白发翁媪、农家小院……中国
玉石雕刻大师张克钊的独玉作品，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
息，他也被誉为中国黑白人物雕刻第一人。

张克钊说，黑白料清如带雨梨花，素如水墨白荷，朴素
之美能让人忘却一切喧嚣和烦躁，而独山玉的黑白料感觉
上就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生活印象。

记者采访张克钊时，他说“独玉如发妻”，可见，他对独
玉的喜爱已深入骨髓。张克钊最早引起轰动的作品是《恩
爱百年》，获得 2003 年河南省“陆子冈杯”银奖，就是带着
对已故母亲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而创作的。

在张克钊不断创作乡土系列作品的同时，童趣系列作
品也逐渐创作出来。穿着黑布棉袄棉裤的孩童，与同伴们
一起玩着乡村才有的古老游戏，犹如一幅幅老照片，记录着
人们记忆深处的乡音乡情，让人久久难忘。其中“南阳娃迎
农运”一举夺得 2012年天工奖金奖，这件作品亦采用独山
玉作为原材料，分别雕刻出七个孩子打篮球、踩高跷、踢毽
子、抖空竹等七个运动场景，把儿童们特有的活泼可爱和天
真无邪表达得淋漓尽致。

提到宛派玉雕大师对俏色的妙用，2002 年天工奖银
奖作品《妙算》不得不提。在“因材施艺”的基础上，大胆
尝试新的题材与形式，把俏色用绝、用活，造型的生动，
美学的素养，技法的娴熟，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形成了全
国玉雕行业的一股新风。《妙算》还是独山玉玉雕创作首
次在国家级玉雕比赛中荣获大奖，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长杨伯达，特意为此题字“妙算，妙！”让独山玉闻名全
国，开启了独山玉黑白料峭色创作的先河。

据中国玉文化发展史资料记载，中国独山玉的俏
色运用，始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鳖。镇平县玉雕管
理局副局长宋哲认为，当今的玉雕界，白玉、翡翠、岫玉
作品都在利用俏色，但万变不离其宗，大家在人物、花
鸟上所用的手法也基本雷同。惟有独山玉的黑白人物
的角色，运用是宛派玉雕大师趟出的一条新路，不仅使
独山玉的黑白预料身价倍增，也极大地丰富了宛派玉
雕的艺术风格。

提到独山玉，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刘晓强。自幼
对独山玉情有独钟的他执拗地认为，一块块原石是有灵
性的，经过巧妙的构思创作，就能蝶变成一件件巧夺天
工的玉器精品。

早在 2000 年，刘晓强就倡议成立了“镇平玉雕青年
联谊会”，希望同行之间多交流沟通，推广和展示新时代
南阳玉雕形象。之后，他又率先成立玉神公司，专注发
掘独山玉之美，这也是镇平玉雕另一大现象，那就是一
个公司就能带动一个玉雕流派的发扬光大。经过十几
年的发展，一大批玉雕大师脱颖而出，刘晓强、张克钊、
刘晓波等享誉全国，他们的作品在全国大赛中屡创佳
绩，如《心路》等数十件作品均获中国玉雕最高奖“天工
奖”，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力作。

“一个有品质的精细时代已经来临，这样的时代必
将呼唤‘工匠精神’。弘扬‘工匠精神’，将在全社会倡导
一种‘做专、做精、做细、做实’的作风，推动我国从‘制造
大国’变为‘制造强国’。”镇平县委书记李显庆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镇平玉雕将继续发扬大国工匠精神，创作出
更多深入人心的作品，推动镇平玉雕在更加广阔的市场
上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4 月的镇平县中国玉雕大师创意园内，鲜
花吐艳，蓝天白云辉映下的徽派风格别墅群
内，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多位玉雕大师正在潜
心创作。

谈到镇平玉雕的飞速发展，镇平县宝玉石
协会副会长刘晓强从“萝卜快了不洗泥”这句
俗语开始。他说，1980 年到 2000 年为镇平玉
雕的飞速发展时期，市场需求量大，几乎到了
供不应求的地步，为获得高额回报，一些玉雕
艺人争分夺秒生产，不乏粗制滥造的作品，镇
平人在获得短期丰厚物质回报的同时，“粗、
大、笨”也成了镇平玉雕的代名词。为改变人
们对镇平玉雕“粗、大、笨”的印象，镇平玉雕界
在提升玉雕品质方面着实下了一番苦功。

2001 年，镇平玉石雕刻大师王东远创作
了独山玉作品《浴》，并在当年的河南省玉雕精
品展评会上荣获了金奖。2002 年，张克钊创
作了独山玉《妙算》，把镇平玉雕的设计和制作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此后，《枫桥夜泊》、《恩
爱百年》等一批佳作相继横空出世，把独山玉
的俏色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也正是这个时期，
张红哲、刘晓波、董学清、张克钊等一批年轻的
大师逐步走向成熟，成为玉雕的中坚力量，镇
平玉雕由此步入中国玉雕一流行列。

镇平玉雕界还通过举办玉雕节、中国玉文
化高峰论坛、玉雕精品展评、聘请业内大师授
课等活动，使镇平玉雕在短短 10 年内，跨入国
内一流行列，从业人员达 30 多万。

如今，镇平有 24 名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和
280 多名省级玉石雕刻大师。其中，中国玉石
雕刻大师仵应汶成为业界公认的“中国水晶雕
刻第一人”，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张克钊成为业
界“中国黑白人物雕刻第一人”……镇平玉雕
大师团队在继承玉文化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博
采众家之长，形成了以独山玉为代表，集田园、
俏色、传神为一体的玉雕风格，逐渐成为镇平
玉雕的一个个熠熠生辉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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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伊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成为经济领域中最受关注的词汇，于国
家是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动力，于银行则
是从危机中突围的保障。作为银行业监
管者，如何有力推进银行业供给侧改革，
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

审度时宜，虑定而动谋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银
行业风险进入加速暴露期、转型升级重
构期和金融供给转换期。传统的发展
方式目前难以为继，转型升级迫在眉
睫，银行需要重新梳理发展战略、业务
布局和发展节奏，实现由粗放型发展、
外延式扩张向集约发展、精细化管理转
型。

有的放矢，科学引领助实体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无论是经济
中的传统薄弱环节，还是作为经济转
型发展引擎的科技创新产业，相当一
部分合理的融资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应
有的满足，必须用改革创新的办法，加
快建设符合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服务

体系。
坚持发展绿色金融。引导银行业制

定和完善绿色信贷政策和制度，将实施绿
色金融与履行社会责任、防范环境社会风
险以及加快信贷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
有效对接地方经济转型战略。

坚持开展普惠金融。开展普惠金融
服务是银行业义不容辞的责任。监管部
门必须引导银行业不断加强金融机构空

白网点的基础金融服务，补足金融服务
短板，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流程，降低服务
成本。

坚持保护消费者权益。引导银行业
完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确保客户投诉
能够得到便捷、及时、专业和公平友善的
处理；银行要主动承担起金融消费者教
育的社会责任，提高公众识别和防范金
融风险的能力。

守住底线，不忘初心防风险

推进银行业风险防控体系改革创
新。引导银行业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
系，增强风险防控的前瞻性和敏感性，加
快研究完善覆盖全流程、全业务、全产
品、全环节的风险管控机制，实现风险全
覆盖。

推进银行业风险处置方式创新。鼓
励和支持银行业机构推进风险缓释方式
创新，扩大抵质押范围，加强与担保机构、
保险机构的规范合作，加强与各级政府以
及相关部门的协作，积极缓释风险。

推进监管方式改革创新。推进监
管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围绕监管执法
的规范透明，通过行政许可委员会、行
政处罚委员会、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运行
推进集体用权改革；通过查处分离、规
执分离、管检分离推进制衡分权改革。
大力创新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市场
准入的方式方法和有效联动，优化监管
资源配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
风险的底线。

（作者系南阳银监分局党委书记、局
长）

谋远健行 顺时而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银行业监管思考

□白向锋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周清玉 杨晓申

示核 心 提

镇平玉雕加工业距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如今在镇平，30多万人的玉产业从业大军，证明

着镇平玉文化的璀璨和强大生命力。

镇平玉雕造型生动，雕刻精细入微，艺术珍品

不胜枚举。岫玉《九龙双层转动花薰》获国家百花

奖优秀创作奖，现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南厅；

水晶作品《三教九流图》被作为国礼赠送俄罗斯总

统普京；玉雕作品《天上人间》曾拍出2800万元人

民币的天价……

近年来，镇平玉雕大师的作品先后在“天工

奖”、“百花奖”、“陆子冈杯”等国家级大赛中屡获

金奖，有时甚至夺得半数奖项，这一件件巧夺天工

的玉雕作品无不彰显着镇平玉雕大师的大国工匠

精神，浸透着他们对艺术的极致追求和独具匠心

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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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雕一件 件件神韵传
——记从事镇平玉雕的大国工匠们

苏州园林风格的玉雕大师创意园第六届中国玉石雕作品“天工奖”金奖《和谐家园》

百花奖金奖《山林逸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