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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陶瓷学中国陶瓷研究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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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县玉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农村版

大师风采 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李晓涓

涓涓小溪成大河

艺苑

《豫览》立足河南，面向全国，主要挖掘及展现河南瓷画玉石等文

化，支持河南文化强省战略的发展。专刊每月中旬刊出一期，在大河

网、中原三农网等网络媒体同步推出，开设有大师风采、行业动态、鉴赏

知识、豫见、产经等栏目。欢迎您的参与、指导。联系人：郭明瑞 ，电

话：13103841205。

邀

约

所谓中原陶瓷学，是指以中原历史名

窑及其现代转型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交

叉学科，是中国陶瓷史研究“空间转向”

“社会科学转向”“田野走向”“发展转向”

等跨学科综合性研究视角下的一种新探

索，着意从中国传统陶瓷文化资源的现代

性转化线索里提炼本土性的社会科学概

念，寄望以此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

的历史视角。

中原陶瓷学研究的时空范围

中原陶瓷学的学科建设，首先必须明

晰中原陶瓷学的研究对象与时空范围。

所谓“中原”，按照2012年11月国务

院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涵盖河南全

省、山东西南部、安徽西北部、河北南部和

山西东南部共5省30市3县区。

往远古追溯，在新石器时代，新郑裴

李岗红陶，渑池仰韶、郑州大河村以及遍

布豫、晋等地的彩陶，是中原陶瓷学独具

特色的研究对象。夏商周时期，以偃师、

禹州瓦店为代表的灰陶、黑陶及原始青

瓷形成先秦时区中原地区最为代表的陶

瓷门类。两汉时期，以含铅釉陶最为著

名。隋唐时期，以巩县窑、河北邢窑等窑

口为代表的白瓷、三彩、绞胎瓷、花釉瓷

遍布中原地区。两宋时期，河北定窑，河

南汝窑、钧窑、官瓷，诸多历史名窑在中

原地区林立，不仅达到中国陶瓷工艺美

学史的一个时代巅峰，也为后来的中国

陶瓷分布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宋

以来运城、晋城出现古代窑址，基本是以

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古代瓷窑工艺扩张的

后果。进入元代，中原历史名窑向南北

扩张，推动形成后来中国陶瓷基本空间

分布格局。明清和民国时期，中原陶瓷

普遍进入低潮期。

新中国成立后，唐三彩、汝瓷、钧瓷、

官瓷等中原历史名窑先后陆续进入恢复

研制和生产时期。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

着民办窑厂的兴起，中原历史名窑呈现出

复兴的迹象，尤其是近十年来，以神垕钧

瓷古镇、中国汝瓷小镇、中国洛阳三彩小

镇、宝丰清凉寺汝窑创意园区、禹州中国

钧瓷文化园的兴起，为中原陶瓷学的研究

注入新内容。

由于独特的环境资源、地理空间和历

史传统，古代中原历史名窑形成独具紧密

时空关联的以生产窑场、陶瓷工艺、陶瓷

匠师群体，以及陶瓷创意为核心的中原陶

瓷文化丛或中原陶瓷圈。

中原陶瓷学研究的新转向

中原陶瓷学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大传

统与小传统、历史视角与结构视角、历时

态研究与共时态研究的结合，既要强调中

原历史名窑的实质内涵，又要强调中原陶

瓷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由此必须强调陶

瓷历史考古文献资料、陶瓷科技研究等多

方面的综合性、跨学科性融合。

中原陶瓷学理论体系主要研究内容

包括：中原陶瓷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及

影响；中原陶瓷学的学科构建设想；中原

陶瓷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中原陶瓷文化

的现代转型和转型中的中原陶瓷文化。

同时通过学术、陶瓷艺术展览等多元化策

略，推动中原陶瓷学理论研究的实践性进

步。

中原陶瓷学不会沉浸在历史的考证、

想象里，不单是一场纯粹打捞中原名窑历

史、挽救中原陶瓷传统意味的学术行动，

更关注中原陶瓷的当代境遇，对悠久的中

原陶瓷文化艺术、科技、产业及代表性创

作群体展开深入、宏大而细微的综合性跨

学科再研究，不仅追求学理至真，也指向

经世致用，弥合对策性、操作层面的建言

立策与学理性、思辨性的理论阐释之间长

期沿袭的鸿沟。

中原陶瓷学学科建设的理论雄心在

于，以延续传承而来的“中原陶瓷文明”实

体为切入点，通过对“传统资源”和“中原

经验”内在运作机制和变迁规则的挖掘性

梳理，达致“认识中国”“凝练理论”的研究

宗旨，开创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新局

面。

毋庸置疑，中原陶瓷学还是一个年轻

的学科。但这种研究和出版的雄心凝结

着一个特殊学术群体的文化复兴梦想！

当然中原陶瓷学仅只还是一个简约的理

论框架，但无疑开启了中国陶瓷历史文化

研究和产业发展的一个崭新的时代！

（河南大学中国陶瓷研究院院长王洪伟）

她，生于汝瓷世家，对汝瓷有满腔挚

爱，二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致力于汝瓷

艺术的传承和创新。

她，从不服输，永不言败，凭着作品的

独特魅力，在陶瓷界声名鹊起。

她，待人平和，管理有方，带领团队艰

苦奋斗，精益求精，领军行业，屡创辉煌。

她就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汝瓷

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传承

人、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艺术

大师、汝瓷行业领军人物——李晓涓。

李晓涓的婆婆孟玉松是中国艺术美

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

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社会公认的汝瓷

泰斗。孟玉松把40年经验和技艺毫不保

留地传给了李晓涓。多年来，李晓涓虚心

学习，勤于磨炼，始终坚持“传承是根，创

新是魂”的理念，广泛深入学习古陶瓷文

献，博采众长，打下了扎实的陶瓷知识根

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李晓涓深知汝瓷产业的发展之路，

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把更多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融入汝瓷，赋予汝瓷

作品更多的文化内涵；必须在仿制传统

陈列瓷的同时创作出有时代个性的作

品。在她看来，“汝瓷文化承接了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多个精神层面，既有儒家

‘中庸和谐’的思想追求，也有道家‘清静

无为’的精神底质，更有着佛家‘大德圆

满’的文化内涵”，“作为宫廷御用瓷器，

汝瓷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清淡含蓄、汝道

至简的审美精神。”

李晓涓在汝瓷作品的造型设计上做

出了许多令人惊艳的创新。其作品《国

色天香瓶》把传统手工拉坯与捏塑工艺

相结合，瓶身饰以牡丹，构图精美，雍容

华贵，寓意国尊繁荣昌盛，家重富贵平

安，人喜幸福吉祥。尤以《疏影钵》最负

盛名，正面的陶塑梅花，准确地表现了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

艺术神韵。

她创作的《乾坤尊》《弦纹静洗》就是

那种既能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又能抚慰

浮躁心灵的作品。《紫金钵》以传统器型表

现汝瓷釉色的温润、清澈、浑然天成，以紫

金口做点缀，使整个作品造型端庄，浑厚

大气，雍容华贵。《卢舍那大佛》则以龙门

石窟大卢舍那佛为原型，再现了龙门奉先

寺大卢舍那佛极富盛唐韵致的动人形象，

佛陀跏趺于莲台之上，略带笑意，给人以

位置移动而转动之感。

二十年来，李晓涓还笔耕不辍，把

自己的艺术实践上升为系统理论，先后

在《决策探索》《山东陶瓷》等媒体上发

表《浅论汝窑的演变与发展》《汝窑与高

丽青瓷》《汝窑的历史地位及价值》等多

篇学术论文，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

价。

李晓涓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成

为汝瓷行业领军人物，但她并不满足。她的

下一个目标，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汝瓷的发展

历程，感受汝瓷的艺术魅力，传承汝瓷的文化

遗产，让汝瓷之花开遍世界各地。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郭路路）

镇平因玉而兴，因玉而名，玉文化

积淀深厚，玉产业源远流长，始于夏

商，兴于汉唐，精于明清，盛于当今，是

国家命名的“中国玉雕之乡”。近年

来，在镇平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该县积极加强品牌建设、诚信建

设、人才培育和宣传推介，全面提高了

镇平玉文化产业的整体素质和核心竞

争力，玉文化玉产业呈现出交相辉映、

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先后被国家、省

授予“中国玉雕之乡”“国家级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全国特色百佳产业县”

“中国新锐城市名片”“中国珠宝玉石

首饰特色产业基地”“河南省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河南省重点文化产业园

区”“河南省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等

荣誉称号。

镇平玉文化产业与全国玉文化产

业基地相比具有以下特点：开放包容

多元。玉料买天下，产品卖天下，玉人

遍天下，风格融天下；玉料种类众多，

产品题材、档次齐全。人才队伍庞

大。镇平籍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有 24

人，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42人，河南

省玉石雕刻大师336人，更有数万名

熟练雕刻的技工和各类人才。实业基

础牢固。雕刻是镇平玉雕的根基，依

赖人才优势，镇平玉雕现有玉雕专业

村50个，玉雕专业户近1.5万户。产

业链条完备。从原料采购到人才培

养、设计创意、加工雕刻、包装、销售，

从宣传推广到电子商务、质量检测、金

融服务、现代物流，基本形成了完整的

产业体系。产业规模巨大。全县拥有

十大玉雕专业市场，各类玉雕精品门

店、摊位有3万多个，玉雕产业从业人

员有 30万人。玉雕产业年产值 200

亿元，年销售额230亿元，年均创增加

值30亿元，是中国最大的玉石加工销

售集散地。项目支撑有力。规划和建

设的玉文化博物馆、珠宝玉雕学院、镇

平玉文化（粤港文化）创意产业园、玉

雕大师创意园、中原石雕文化产业园、

新型高端购物中心、国际玉城、天下玉

源等众多项目，既相互关联，又各具特

色，为玉文化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镇平县玉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管

理委员会宋哲李青凡）

鲁山花瓷古镇于2019年 11月 25

日开工，作为鲁山县引进的重点招商项

目，平顶山市“十三五”十大重点文化产

业项目之一，由北京伟光汇通投资兴

建，项目总占地1500亩，计划总投资

30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05万平方

米，是伟光汇通集团问鼎鲁山的封面之

作。

引进项目以非遗文化——花瓷为核

心，融合牛郎织女、墨子文化等人文历

史，打造集“花瓷文化延展，古镇文化体

验，休闲度假，康养生活”于一体的综合

性文化旅游古城。项目包含有民宿客栈

集群（精品酒店、特色民宿、温泉酒店），

文化功能体验组团，中大型餐饮及休闲

娱乐功能组团，特色小吃等特色商业，直

接拉动鲁山经济上下游产业链，形成经

济增长新一极，提升鲁山县的城市竞争

力，成为鲁山新的经济发动机、城市新名

片，鲁山会客厅，旅游集散地，引领鲁山

县经济繁荣发展。待项目建成运营后，

预计年游客接待量可达300万人次，引

入各类经营商家约1000家，提供就业岗

位5000个以上。 （于颖）

近日，宝丰县总工会对2019年度

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其中，

宝丰县汝瓷研究所马得原荣获“五一劳

动奖章”。

据了解，2019年以来，宝丰县广大

干部职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紧紧围绕“六个高质量发展”，在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企业转型升级和疫

情防控等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工人阶级

主力军的作用。“这次能够获得五一劳

动奖章，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激励和

鞭策，也是对我们汝窑陶瓷工作者守正

创新的肯定。我将以此为契机，和汝瓷

研究所的同事们一道，为汝窑文化产业

发展不懈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更

大的贡献。”马得原如是说。（宋向辉）

中国钧瓷文化园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基地，河

南省重点文化项目，由孔家钧窑承建。

钧瓷文化园位于禹州市区北，占地156

亩，有钧瓷文化传承展示区，科研、创意基

地，学术交流研讨，多功能综合服务区四个

园区，建设有钧瓷文化牌楼、天成阁、钧瓷艺

术博览中心、钧瓷制作体验中心等子项目。

中国钧瓷文化园分别承办了第八届、

第九届中国钧瓷文化节，标志着作为钧瓷

文化地标的行业平台的引领作用。中国钧

瓷文化园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有显著的

宫廷式特色，主体为天成阁，共九层：一层

是藏宝库；二层是珍品阁，集中展示了钧瓷

传承、发展和孔家钧窑的成就贡献；三层为

天成阁迎宾大厅；四层为多功能学术报告

厅；五层为接待及商务洽谈厅；六、七层为

孔相卿创意艺术室；八层为“藏经阁”，珍藏

着丰富的钧瓷文献；九层为书画交流厅。

中国钧瓷文化园，集钧瓷文化传承、

创意，旅游体验，科研孵化，学术研讨交

流，钧陶瓷专题展览，儒家文化传承、体验

等功能于一体，着重塑造钧瓷整体文化，

使中国钧瓷文化园成为中原的代表、文化

的名片，通过钧瓷文化交流体验，国内外

高峰学术论坛的不断召开，有力地扩大钧

瓷在海内外的影响，打造中国钧瓷文化传

承传播艺术高地。 （郭明瑞）

●王群成 国家高级工艺美

术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鲁山花瓷行业领军人物。

●马聚魁 中国工美行业

艺术大师，非遗项目“汝瓷烧制

技艺”传承人，中原陶瓷行业领

军人物。

●刘晓强 河南省工艺美

术大师，南阳独山玉雕刻研究

所所长。(见右图)

●高水旺 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民间工艺

美术家，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袁留福 河南省工艺美术

大师、鲁山花瓷市级传承人、段店

花瓷烧制技艺传承人。

宝丰县汝瓷研究所马得原荣获县“五一劳动奖章”

郑州古玩城文化夜市点亮“夜经济”

近日，从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获悉，第七届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审

名单出炉，来自河南工艺美术行业各界

的153人入选。

本次评选由河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指导、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组织，历经7个多月的评审与10天公

示，新晋153名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覆盖全省 18 个省辖市，包含雕塑工

艺品、漆器工艺品、抽纱刺绣工艺品、

编织工艺品、金属工艺品、陶瓷工艺

品、首饰工艺品、花画工艺品、民族民

间工艺品九大类传统工艺美术近 40

个品种。

据介绍，今年的评审有意向小品

类倾斜，譬如漆艺、绢塑。省工艺美术

行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胡晓谦说，

“有些小品类技艺已濒临失传，甚至仅

此一人，给予‘大师’名誉是鼓励，也是

很具体有效的扶持。作为传统工艺美

术项目，这些身怀‘绝技’的匠人每年

都在成批地消失，一人离世，一技乃

绝，这是大师评审在挽救技艺层面上

的意义。” （郭明瑞）

自5月1日起，郑州古玩城文化夜

市正式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

据悉，郑州古玩城作为全国第二

大古玩艺术品商场，在国内古玩艺术

品业有着举足轻重的行业地位，是郑

州市文化产业龙头企业。郑州古玩城

文化夜市是以古玩艺术品收藏文化为

主题，搭建集收藏、购物、休闲、旅游、

文化和娱乐等多项特色功能于一体的

文化“夜经济”平台。文化夜市营业时

间持续到晚上10点，让平日工作繁忙

无暇光顾古玩市场的藏友，在休闲的

同时购买心仪藏品，交流收藏心得，为

广大收藏爱好者提供了夜幕下“淘宝”

的良机。

（郭华）

我省153人入选省工艺美术大师

宝莲艳香马聚魁作品五福临门王群成作品

中国钧瓷文化园 传承钧瓷文化 打造艺术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