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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参展第
55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受好评

7月10日，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中国工艺美

术协会秘书处、青岛市工艺美术协会承

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艺美术协

会协办的“第55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仿

真植物及配套用品展”（以下简称全国

工艺品交易会）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率团参加

了展览和评比活动，受到了好评。

据了解，此次全国工艺品交易会是

疫情暴发以来工艺美术行业的“第一

展”，不仅作为工艺美术行业的一个内

部订货会，集中和荟萃了全国工艺美术

各个品类，还是展现工艺美术创作人员

创新能力、设计能力的一个平台。大会

进行了“2020‘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

赛”的评选，通过创新产品设计的展示、

点评，充分彰显从业人员的创新力以及

工艺美术的生命力，极大地推进工艺

品、礼赠品行业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了

行业内人才成长。本次交易会充分利

用了行业资源，为参赛作品提供良好的

展示与宣传平台，使得设计、制造、专业

买家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各自需要的

信息，缩短了“设计”到“产品”的时间，

准确地对接销售市场，搭建了一个设计

与市场渠道对接的高效平台。（胡晓谦）

宝丰县获全国“金凤凰”创新产品
设计大赛七项大奖

7月 13日，在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第55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暨“金凤

凰”创新产品设计大赛上，宝丰县汝瓷

荣获一银三铜三优秀的好成绩。

得到参展信息后，宝丰县积极组织

近百件新创汝窑陶瓷精品力作参加此

次比赛。其中，魏沛东作品弦纹瓶荣获

银奖；王占稳作品国盛泰和樽、马得原

作品耕耘、王鹏作品博观瑞和樽荣获铜

奖；王君子的汝瓷作品梅瓶、宋延宾的

汝瓷作品弦纹鼓腹瓶、魏沛东的汝瓷作

品刻花龙纹瓶荣获优秀奖。

据悉，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设立的

“金凤凰”奖是中国工艺美术作品的顶

级奖项之一，主要是授予具有创新意

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品，获得业内

的高度推崇，成为评授各级“工艺美术

大师”的重要依据。 （李赛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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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如玉亦如铁”用在汝瓷大师王

君子身上，实至名归。

拥有国家非遗汝瓷技艺传承人的身

份，王君子带我们穿越八百年的时光隧

道；遥远而神秘的汝瓷故事，教科书一样

重现在眼前、叙述于耳畔。梦幻般奇妙无

比的汝瓷釉色成为御品特制，破例一跃，

汝瓷成为五大名窑之首，流传至今。

1952年，周恩来总理明确发出指令：

“发展祖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窑生产。”

无论是天意还是巧合，王君子则有幸

生长于这个新时代。童年起，君子就看着

父亲偷偷地在僻乡茅屋，孤身玩弄泥团，

尽管他并不清楚。更不会预测到汝瓷所

承载的时代使命。

泥团，让君子幼小的心底，培植了与

汝瓷终生相关、永不泯灭的梦。识字不多

的王君子，决定从宋朝杜绾的《云林石谱》

中寻找蛛丝马迹。难道汝州玛瑙中真含

有与众不同的特殊金属着色元素？玛瑙

瓷釉对北宋官汝的色泽是不是有特殊的

效用？

机会在默默地耐心等待着有准备的

人。

1986年省城来的考古队，在清凉寺

村东进行考古挖掘，村民们各忙各的事。

只有王君子清楚，免费的老师送上门了，

便自愿成为编外考古队员。专家选择的

器物，他细心研究；挖出来被丢弃的东西，

他捡回家反复端详。连翻出来扔掉的玛

瑙粒、牛骨等他也搜集，遗址中看似普通

的黏土，一个人拉回家几车，慢慢筛选、挑

拣，这些东西和釉色到底有什么关系？汝

釉秘籍会不会隐藏其中？

在日复一日的繁忙中，蓦地，王君子

看到了曙光，作出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

决定：从宝丰盛产的玛瑙着手实验，恢复

宋汝天青釉。

他深知，一个普通农民，很难接触到

大名鼎鼎的专家。瓷片，依然是最可靠、

最务实的导师。王君子无论在家还是出

差，兜里总是揣着一块天青瓷片，那是他

神会心契的战友、高山流水间的知音。

创造往往在偶然的瞬间，复活需要千

万次的实践。1987年，王君子开始随县

紫砂厂的王留现师傅学习瓷器烧造技

艺。从选料练泥、制坯成形、施釉烧制等

方面学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坚信，

既然官汝窑址在清凉寺，大多数原材料一

定在周边。于是，我就骑摩托车带着干粮

到处寻找，方圆200公里以内的丘陵山地

我差不多跑遍了。”王君子说。

1998年8月，王君子在家里垒起了土

窑炉开始试烧天青釉汝瓷。多次失败、无

数次打击，几百个配方，上千次试烧，终于

2000年3月攻克了胎釉结合的难题，成功

完成了香灰胎原料和天青釉的配制，烧制

出接近天青色的瓷器。

抚摸着第一件心爱的官汝“天青三足

洗”，就像是拥抱“呱呱落地”幸福啼哭的爱

子，王君子没有过于兴奋，更不可能止步。

宋汝的许多新课题在等待他。他力争把传

统的弦纹尊、三足洗做得精湛、传神。在复

原天青汝瓷基础上，月白、天蓝、粉青等釉

色技艺，都在等着他的进一步研制。

谁都知道宋汝美得妙不可言还有一

个秘诀：是砸出名的。一窑有时只能烧

出几件精品，其余的要统统砸掉。看看

清凉寺遗址中堆积的瓷片，加上目前全

世界流传有序的宋代汝官精品仅有65

件，就能够知道什么是宋代官窑的凤毛

麟角。

只有心静如水，才有可能创作历史。

王君子清楚，研制成功的汝瓷天青釉技

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属于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

几次交流，自始至终，王君子没有讲

述他获得民间汝瓷工艺大师、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等荣誉。更不去翻阅那

一本本获奖证书。而我愿意走近他、敬重

他，并记录他的言行，因为王君子展现出

的是平和朴实的为人处世做派，是泰而不

骄的骨气，是谦逊怀德的真实。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孙玉文/图）

汝瓷，位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有

着浓厚的皇家血脉，地位自然显赫，特

别是近些年，在国家大力推广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和重视原产地品牌保护的

号召下，经历着一场“文艺复兴”的热

潮，手艺人开始尝试着认真对待祖先留

下来的宝贵非物质文化财富。同时,政

府更是出台政策、投入资金，支持和鼓

励汝瓷工艺美术发展，进行传承保护。

汝瓷原产地范围内的陶瓷手工艺

人需要有刻苦钻研的勇气和创新发展

的信念。做汝瓷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把

全部精力都花在商业经营而不是生产

上。手艺人，手艺才是最关键的能力。

而分管不同区域的政府部门应该联合

起来，共同成立汝瓷文化生态保护圈，

建立有效的联动保护机制，通过统一的

政策指导和外部环境营造为汝瓷发展

创造新的、良性的环境。

工艺代表的是造物的智慧，指的是

技术和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美

术则是审美思想，会随着时代潮流的变

化而不断变化。

汝瓷一方面要继续发掘和传承祖

先宝贵的文化技艺并原汁原味地传承

下去，鼓励一部分热衷追求那一抹天青

的匠人，世代坚守下去。另一方面也要

鼓励更多的人在传承工艺的基础上适

时地创新，因为创新是一种文化不断迸

发生命力的根源。

汝瓷的未来是不可知的，需要一代

代汝瓷人发挥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去

奋斗。审美也会随着一代代人不同的

审美情趣而发生变化，我们现在的年轻

人除了要传承保护汝瓷工艺之外,还必

须不断创新和突破。

（汝州市汝瓷电子商务产业园管委

会赵俊璞）

汝瓷、汝石、汝帖并称汝州“三宝”，

而汝瓷位居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首。

近年来，汝州市委、市政府为更好地传

承开发好这一金字招牌，规划建设汝州

市汝瓷电子商务产业园暨中国汝瓷小

镇。

中国汝瓷小镇园区位于市区西南

的山岭河川结合地带，汝瓷作为汝州市

传统文化支柱产业，现有国家级陶瓷艺

术大师3人，省级陶瓷艺术大师50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传承人3

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4人，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48人。园区

目前拥有玉松汝瓷有限公司、文立窑汝

瓷有限公司、朱氏汝瓷有限公司等60余

家陶瓷企业。

中国汝瓷小镇，文化底蕴深厚，既

是汝瓷的故乡、古丝绸之路的途经之

地，又是河南省非遗项目曲剧的发祥

地。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严和店

汝窑遗址以及40多处宋代汝窑遗址，蟒

川河自西向东流经整个园区，自古以来

就有“十里蟒川河，十里大窑厂”之说，

是宋代的青瓷烧造中心。

中国汝瓷小镇内的大师创作园汇

集了陶瓷行业大师及景德镇陶瓷大学

等学校的专家，集中进行陶瓷的创作，

创客源区是青年的创业基地，不断激发

陶瓷的内生动力，国际陶艺交流中心兼

容并包，搭建国际合作的平台，加强东

西方陶瓷文化交流，陶瓷产业创新发展

后劲十足。

中国汝瓷小镇总体建筑风格在“宋

风瓷韵”和“田园风光”的主体思路下，

融合现代艺术元素，结合园区不同的功

能板块，将建筑风格细化分类，各具特

色。在师承传统的基础上，加压驱动，

在工艺上创新求变，在釉色上追求纯天

然釉，走高端市场，统一管理，统一品

牌，使汝州当代的汝瓷文化重现宋代盛

世“汝官窑”的独特魅力。

揽山水之灵秀，传文化之精髓，中

国汝瓷小镇以浓厚的地域文化为底蕴、

林水之景为意境、人与建筑的交互为气

质，完整描绘了一幅清秀、隽美的画

卷。城市天际高低错落，蟒川河水碧波

荡漾，演绎出一曲“林、水、城、园”交相

辉映的壮美乐章。 （赵俊璞）

孔家钧窑国礼十四载

中国和东盟

10国政府共同主

办的中国—东盟

博览会已走过 16

年的历程。孔家

钧窑从 2006 年到

2019年，连续十四

年被确定为钧瓷

国礼的制作商，这

注定要被写进中

国钧瓷史乃至中

国陶瓷史和工艺

美术史。

钧瓷，通过中

国—东盟博览会

平台，打开了一扇

让世界了解中国、

了解中原的窗口，

是钧瓷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的十四

年。

汝瓷传承与未来良性的发展走向

汝瓷小镇

揽山水之灵秀 传文化之精髓

汝瓷大师王君子 君子如玉亦如铁

· 导读 ·

2006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当钧瓷《丰尊》作为国礼送

给东盟各国政要时，他们都惊讶于钧瓷无与伦比的神奇，并对中国

政府赠与其钧瓷《丰尊》表示感谢。

14年来，孔相卿大师制作的钧瓷国礼，已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

国礼中不可或缺的保留节目。每一年的发布会，都会引起主流媒体的

竞相报道，并产生强烈的反响。河南省工艺美术学会会长张玉骉说：

“如果把这些钧瓷国礼摆在一起，那将是一个钧瓷版的中国—东盟博览

会编年史，也是收藏中国与东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段历史。”

从2006年至2019年，孔家钧窑的国礼钧瓷见证了中国与东盟

的合作“黄金十四年”。使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了钧瓷艺术，了解了

中国传统文化，为钧瓷品牌价值增加了砝码，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国

际影响力。 （本报记者郭明瑞）

“2006年制作《丰尊》时，孔家钧窑提出的口号就是‘大干半年，

让钧瓷工艺和釉色上一个台阶’”。孔家钧窑通过制作东盟国礼，重

新定位了釉色，让釉色和博览会的主题要求、寓意和器型的特点完

全相得益彰。“以前是‘一釉多器、一釉多年’，现在是‘一釉一器、多

釉多器’，器型是量身定做，釉色对器型也是量身定做”。

釉的美丽表象后面是对钧釉的不断探索。在釉色方面，十四年

钧瓷国礼大大丰富了钧瓷釉色的品种。据统计，这14件钧瓷作品，

釉色超过100种，明显表现出来的釉色也有几十种。“一釉一器、多

釉多器”的成功实践，特别是孔相卿大师对于铜系青蓝釉的创烧和

精准运用，启发和引领了当代陶瓷美学特别是钧瓷美学的艺术走

向；钧瓷国礼逐渐改变了整个陶瓷界对钧瓷的评价。

制作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无异于写“命题作文”。“第一

个命题，就是每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主题和国家意志。第三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主题是“共同的需要，共同的未来”。《丰

尊》造型以古老的青铜礼器尊为基本特色，糅合现代审美意识，

在造型上有突破不说，还用“共生、繁荣、收获”的寓意表达了中

国与东盟“10+1”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精神。

孔家钧窑的钧瓷国礼，汲取了尊、鼎、青铜器等传统中国文

化的元素，呈现出的艺术指向非常明晰：一条指向中国传统文

化；另一条指向博览会大会主题和中国的意志。

在禹州中国钧瓷文化园的“重器”馆，第十六届中国—东盟

博览会钧瓷国礼《鼎盛四海》、第十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钧瓷

国礼《华泰尊》……一件件器型端庄、大气，釉色饱满、厚重，窑

变自然、瑰丽的国礼钧瓷讲述着每一届的主题。

由中国和东盟10国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

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国家级、国际性经贸交流

盛会，每年在南宁举办。2006年举办的是第三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这一届盛会，恰逢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

周年，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国礼赠送给参加会议的外国政要。

“陶瓷最能代表中国，而钧瓷又是陶瓷的代表。钧瓷来源于中

原，来源于中国文化的发源地，风格端庄、大气，正可体现出中

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时任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常务副秘

书长的杨京凯表示。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强强合作打造钧瓷国礼

【渊源与传承】

钧瓷国礼寓意深远 汲取传统中国文化元素

钧瓷国礼探索创新壮大整个文化产业

擦亮钧瓷文化名片 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

【贡献与影响】

一鼓作气袁留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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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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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爱和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工美行业
艺术大师，中国三彩艺术馆馆长，“三彩艺”三彩
釉画创始人，河洛大工匠。

●袁留福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
设计艺术大师，中原陶瓷名匠，花瓷非遗传承人、
段店花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恢复鲁山花瓷烧制技
艺的陶瓷大师。

●李廷怀 (见右图）河南省高级工艺美术师，
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传承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汝瓷）。

●陈连义高级工艺美术师，北宋官瓷非遗传
承人，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十佳民间艺
人”,获“中国陶瓷文化传承推广贡献奖”。

●魏玉忠河南省玉雕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
师，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理事，国家级一
级技师，中国玉雕大工匠。

套壶魏玉忠作品祝寿陈连义作品绽放郭爱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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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子展示刚烧制出来的作品《弦纹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