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展厅“华誉汝瓷艺术展厅”，一

股典雅幽静的韵味扑面而来。首先传

入耳中的是悠扬委婉的古琴声，顿时让

你升起远古之思、入仙之感。展厅里陈

列着雅致生活的汝瓷，有茶器、艺术摆

件、餐器等实用器，也有适合文人墨客

收藏的花器、尊器、佛器等。展厅创始

人杨林哲在介绍华誉汝瓷品牌文化时

说，汝瓷，始烧于唐代中叶，盛名于北

宋，位居宋代“五大名瓷”之首，在中国

陶瓷史上有“汝窑为魁”之誉。因产于

汝州市而得名汝瓷，华誉汝瓷的品牌价

值则是通过汝瓷这个艺术载体，为社会

提供一定的精神和审美服务。

目前，华誉汝瓷原创设计的汝瓷清

琴杯已获得国家外观设计专利证书,还

可以手工私人定制茶杯，全球三万茶友

已有定制，乾坤茶盒（一壶四杯）天青釉

茶具的天圆地方乾坤杯，圆中有方，方

中有圆的设计，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

码，凝聚着中国传统哲学的魅力，解决

了居家品茗、商务接待、旅行便携等饮

茶生活日常，乾坤江山杯等原创作品近

年来也受到众多茶友的喜爱，多次出现

断烧赶不出作品的情况。

（杨林哲）

1月17日，由非物质文化遗产（鲁

山花瓷制作技艺）传承人，“鲁山花瓷行

业领军人物”、鲁山县尧神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群成主导制作巨型花

瓷作品《花鼓》安装完毕。

据了解，该《花鼓》作品重800余公

斤，3.26米长，不锈钢底座重量超过1

吨，是截至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鲁山花

瓷艺术品，正据此申报吉尼斯世界纪

录。

鲁山是我国古代陶瓷文化发源地

之一，花瓷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高温

窑变釉瓷器，盛于唐宋，断代于晚清，距

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以色彩绚丽、富

于变化闻名于世。花鼓，又被称作腰

鼓、羯鼓，是一种打击乐器，作为艺术品

具有“鼓舞人心、一鼓作气”的美好寓

意，其流传下来的完整作品现被故宫博

物院收藏。近年来，鲁山县着力做大做

强鲁山花瓷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不仅培育了多名非遗项目技艺

传承人，还引资40亿元建设了集科研、

生产、储备、销售、物流旅游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花瓷古镇。（本报记者郭明瑞）

●王东霞 北宋官窑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中国陶瓷
艺术大展金奖得主、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金
奖得主。

●王浩 中国传统技艺大师，河南省工艺
美术大师，高级工艺师，中原陶瓷新秀，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市级代表性
传承人。

●魏玉忠 河南省玉雕大师，中国玉石雕

刻大师，中国玉雕大工匠，中国珠宝玉石首饰
行业协会理事，国家级一级/高级技师。

●袁留福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二
级技师、中原人最喜爱的陶瓷艺术家。

●王冠军 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技师、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密玉俏色雕刻”代表性传
承人。

钧瓷是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始于

唐、盛于宋，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宋代

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光辉时代，钧

瓷占有独特的地位，钧瓷铜红釉的烧

造成功，是高温颜色釉的一次突破，为

我国陶瓷工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

新的境界，把中国陶瓷艺术推向了崭

新的阶段，对后来陶瓷业的发展有着深

远的影。

钧瓷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

奇窑艺术雄冠瓷林。钧瓷骨胎深灰，灰

白或紫褐，胎质细密坚实，叩之声音铿

锵清脆。钧釉是我国宋代首创的以铜

为着色剂的高温颜色釉，主要特征是以

釉厚为本，乳光莹润，釉纹深沉多变，或

悬釉中，或浮釉面，层次繁多，透活欲

滴，具有难能的立体感。

钧瓷突出釉色美，通过窑变艺术自

然天成。在烧造过程中，根据器型的不

同与施柚的技巧和高温熔融流动，经自

然窑变呈现那些如景似花的釉色，蚯蚓

走泥的痕迹。兔丝纹，蚯蚓走泥纹、鱼

子纹、珍珠点和星辰满天等名贵纹路。

厚釉在相应的器型上，经煅烧熔融流

动，釉色与纹路相交出奇，浑然构成一

幅幅神奇的图画，呈现出绝妙的奇景，

真可谓：画家嫌笔拙，丹青难绘；诗人怨

词穷，诗句难描。

钧瓷的造型有强烈的民族艺术倾

向，体现出一种纯粹的民族精神。它浑

厚端庄、古朴大方、装饰简练、雄烈粗

犷，美体造型在线条的处理上，杜绝了

成型上的轻荡花哨，追求端庄肃穆的宏

大气魄，具有千年耐看的时代魅力。

钧瓷的自然美，一方面是釉子与烧

成的因素，另一方面是钧瓷造型上的美

学空间架构。早在北宋年间，钧瓷的造

型就呈现出了多样性。不难看出，钧瓷

器形尽管多样，但主体多采用粗放的线

形，简而少的配饰，使整个造型显得洗

练单纯、敦实饱满。

进入20世纪50年代，钧瓷获得新

生，并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如今钧瓷生产无论造型设计、品种釉色

等日趋完美。特别是近年来，神垕镇艺

人纳千年之传统工艺，汇百家之艺术精

华，在造型与厚釉的工艺上实现了完美

结合，吸收前辈精华，融合现代美学制

作创见了丰富多彩的钧瓷精品，使得钧

瓷这朵奇葩在争芳斗艳的陶瓷百花园

里再度绽放。

（禹州市刘家钧窑刘钫钫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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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传承文化内涵

“追问她的历史，远至汉唐，近溯明

清；考究她的手法，南北兼容，风格不拘。

由古至今，中国人爱玉，至深至迷，镇平人

制玉，中外驰名。无论是九龙华熏、鹿鹤

同春还是哪吒闹海，几百位玉雕大师精品

频出，更有数十万镇平玉雕营销大军足迹

遍布全国各地，以玉为媒，玉雕之乡，实至

名归。”这是2012年“中国新锐城市名片”

评选中评委会给予镇平玉雕的颁奖词。

镇平玉雕加工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

时期，1975年3月，在河南省第一批文物

重点保护单位——镇平县安国城“龙山文

化层”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玉（石）器，其中

两枚墨绿色独山玉磨制的“圭形带穿玉

铲”最具典型代表，经专家鉴定，确定为夏

王朝时期的产品，为国家一级文物；春秋

战国时期，种类达到璧、琮等近30个品

种；秦汉时期，镇平玉雕加工已经具有一

定规模和层次；宋代，镇平玉器出现了“万

户柴扉内，珠砂磨玉矶”的场面；明清时

期，艺人们以汉白玉作原料，制作的玉镜、

玉挂屏等玉制品，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

办的万国博览会；民国时期一代琢玉大师

仵永甲，将镇平玉雕向立体圆雕发展，制

作了大量皇家贡品，推动镇平玉雕整体水

平跨上了新台阶。1974年，镇平玉器以

外贸进出口946.56万元交易额使镇平县

成为全省外贸系统第一个超千万元的

县。在历次的玉器评比中，鲁明钧设计制

作的《银球传友谊》被国家作为文化艺术

交流精品选送纽约展出，仵应汶的翡翠

《哪吒闹海》获全国轻工部百花奖、岫玉

《双层转动花薰》陈列人民大会堂河南

厅。镇平玉雕形成了历久弥新的历史传

承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后来扩大产业规

模、专业人才储备、加工技术经验积累等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产业特征核心价值

近年来，镇平县把弘扬玉文化做大玉

产业作为打造特色品牌、发展文化产业、助

推地方经济的重要内容，通过整合资源、举

办节会、培育品牌等措施，全面提高镇平玉

文化产业的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文化内涵日益丰

富，市场空间逐步拓展。 100多个玉种

5000多种玉雕产品在这里有序交易，市

场集聚使产品集聚、信息互通、服务便捷，

市场充满活力，成为全国玉料种类最多、

档次最全、产品题材最丰富的诚信规范玉

雕市场，规划建设的国际玉城、中国玉雕

大师创意园等众多项目，既相互关联又各

具特色，为玉文化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

地区，年直接出口成交额达3亿元以上，

成为彰显镇平特色的产业名片。2016

年，入围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候选名

单，2018年，镇平玉雕被列入国家传统工

艺振兴目录，2020年，被授予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消费示范区。

名师名品艺术流派

一方风土造就一方人杰。镇平是“中

国玉雕之乡”，重在一个“雕”字，雕刻是镇平

玉石文化产业的根基，镇平玉雕品牌核心竞

争力关键在人才，重点在大师。千百年来，

玉雕大师在他们各自经典作品创作中，从不

同的视角、用不同的表现手法进行玉雕创

作，形成了以地域为界限的不同流派风格。

日前，镇平县通过举办玉雕创意新星

评选等活动，开办“天津美院·镇平玉雕创

新人才高级研修班”，组织大师游学考察

交流，为镇平玉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智力

保证和人才支撑。截至目前，镇平县共有

中国民间艺术大师2人，国家级工艺美术

大师1人、玉石雕刻大师30人、省级工艺

美术大师76人、玉石雕刻大师569人，高

级技师66人，技师32人，更有数万熟练雕

刻技工和各类人才。这些玉雕艺术领军

人才用独具特色的作品和具有个性风格

的艺术语言塑造了不同的品牌，涌现出一

批优秀佳作，在国家级大赛中屡获大奖。

特别是“中国水晶第一人”仵应汶、“中原

瓶素第一人”魏玉忠、“中国微雕第一人”

郭文安等一批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他们以

独特的玉雕语言和艺术风格撑起了镇平

玉雕流派的名师品牌和名品品牌，具有

“镇平玉雕”品牌亮点和特色内涵。

“玉+”战略转型升级

目前，镇平玉文化产业处于转型发展

的关键期和深度调整期。镇平县委、县政

府以强化“中华玉都”城市品牌、打造“天

下玉源·大师摇篮”产业品牌、构建“玉石

智谷”现代玉文化产业体系为定位，以巩

固产业优势、拉长产业链条等为重点，提

升项目建设、培养人才队伍、转变营销方

式要素为手段，提出加快实施“玉+”战略，

固实产业链关键环节、建好文化创意产业

园、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等，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按照产业两个“适应”

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尊重市场化、智能化的

内在规律，促进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

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重塑玉文化产业体

系，重塑产业竞争力要素的质量。在

“玉+”战略实施上，创新工作思路，按照“政

府出题目，企业做文章,以奖代补”的工作

方法，充分调动协会、企业和广大从业者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使政府、协会、企业和广

大从业者共同行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高

质量发展。

大风起兮春潮涌，正是扬帆破浪时。

“镇平玉雕”这张闪亮的名片将进一步增

强镇平玉雕产品竞争力，提升镇平玉雕

产品附加值，提高镇平玉雕产业知名度

和美誉度，彰显品牌的力量，在全面推进

镇平玉文化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中

发挥旗帜作用。 （宋哲）

宋代汝瓷“悬烧”工艺的开拓者，凭借

异于常人的科学精神，历经上千次配方调

整和烧制试验，终于成功恢复宋代汝瓷古

法烧制工艺，她就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汝瓷烧制）代表性传承人、汝州市荣华

汝瓷研究所所长韩琴。

坚守工匠精神投身汝瓷事业

1986年，韩琴毕业后来到原临汝县工

艺美术汝瓷厂工作。受厂里委派，1988年

到湖南轻工技工学校学习陶瓷工艺，1990

年毕业后一直从事汝瓷实践与研究。

2000年12月，韩琴凭着对汝瓷文化的痴

迷和挚爱创办汝州市荣华汝瓷有限公司，

开始了为之奋斗终身的汝瓷生涯。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

顺。真正让韩琴刻骨铭心的是日本古陶

瓷专家对汝瓷的不屑一顾和藐视。

2001年，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古

陶瓷专家、教授180余人参加汝州的中

国古陶瓷年会。韩琴带着自己烧制的

汝瓷第一次拜见日本陶瓷专家岛田先

生。而岛田则用傲慢的语气说：“汝瓷

是你们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虽然最早是

在中国烧制成功，但是仿制最好的肯定

是我们日本。”这并没有打消韩琴对汝

瓷烧制的信心。

为汲取百家之长，不断创新实践，韩

琴到省内各陶瓷产区带回100余种、数百

公斤原料标本。数百次试验，数百次失

败，她都是陪着窑炉的熊熊烈火度过。距

韩琴拜见岛田两年后，岛田应邀参加了

“汝州张公巷窑址论证会”。当岛田看到

这件美轮美奂的《汝瓷盘口瓶》时不由得

惊呆了，当即决定拜会这件艺术品的创作

者——韩琴。

创新开启创业之旅“三步曲”

在传统汝瓷工艺的基础上，韩琴大胆

创新，勇于汲取其他陶瓷工艺的新经验，

开始了“三步曲”的创业之旅。

韩琴迈第一步便是“复古”——仿烧

宋代汝瓷。近几年，用柴烧制汝窑基本都

以失败告终。耿宝昌等专家语重心长地

说，要恢复柴烧，才是恢复宋代汝窑的传

统技艺。既要有正确的配方，又要克服烧

制时升温的困难。

2013年，韩琴建起了煤柴两用的窑

炉。连续烧了10多窑都以失败告终。其

间，韩琴团队多次到神垕镇请教，研读《天

工开物》。按照新的烧窑方案，经过20多

个小时温度终于达到了设计值，两天后三

分之一的产品出现梦寐以求的天青色。

由于当时国内对汝瓷的认知普遍不

足，“复古”的成功并未给韩琴带来多少经

济效益。如何生产市场对路、藏家喜欢的

作品成了韩琴第二步不得不思考的问

题。2009年7月，勇于挑战自我的韩琴决

定烧制大器型汝瓷。古代汝瓷素有“汝不

盈尺”之说，烧制大件难度非常大，因胎件

自身重量易导致底部变形、开裂，一般烧

制者都不愿冒此风险。

韩琴精细运作研究开发项目流程，

专门成立了产、学、研攻关小组，通过汝

瓷胎体尺度特性与汝瓷瓷胎的配料、胎

体结构、传热传质等特性相互影响的研

究，突破北宋汝窑“汝不盈尺”的制胎技

术限制，开发大尺度汝瓷制胎方法与胎

体干燥工艺等技术。历经90多次的试

验烧制，韩琴终于从200多个素胎中成

功烧制出8件高度达1.1米天青汝瓷荷

叶口瓶大瓷器。2010年12月，韩琴终于

突破了古代“汝不盈尺”的局限，成功开

发出高达1.5米的超大型巨无霸荷叶口

瓶，作品在未出炉前就被商家订购一

空。目前，荣华汝瓷顺利实现超大件汝

瓷从无到有，再由单一走向多样化的重

大突破。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饮

食器具也越发讲究，韩琴迈出了汝瓷路上

的第三步——烧制健康环保的茶具和餐

具，以绿色、健康的理念去研制汝瓷的烧

造技艺 。要烧造汝瓷茶具，主要从原料

选料开始，在深山里找很难，找没有污染

的原料更难。通过无数次试验，2015年8

月成功研发出汝瓷健康有茶具、汝瓷健康

悠然杯等系列产品。

“为民造瓷”独具匠心

韩琴在从事汝窑研究生产的30余年

里，并非单纯在仿汝瓷釉色，而是遵循宋

代古法柴烧技艺，采用独创的【九元配

方】，成功克服了长期以来一直不能解决

的汝瓷釉面不净的质量通病，烧制出与北

宋汝瓷使用功效相一致的“盛饭三日而不

馊”“食物长久保鲜”的神奇功效。更难得

的是，韩琴的目光并不局限于自己的企业

发展。2015年，她联合6家汝瓷企业组建

汝州市汝瓷众创联盟，为汝瓷产业开创更

美好的前景。

辛勤耕耘换来丰硕成果。韩琴的作品

细颈瓶被英国珍宝博物馆收藏；作品荷叶

瓶等四件作品被汝州市汝瓷博物馆收藏，

荣获2009“闽龙杯”全国陶瓷原创设计电

视大奖赛一等奖、第七届中国（北京）国际

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工艺美术金奖等30

多项大奖，先后有3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

30多件作品获得外观专利。2012年，韩

琴被授予“中国诚信企业家”荣誉称号。

对于汝瓷的未来发展，从事汝瓷行业

30多年的韩琴信心满满：“我将传承汝瓷

文化，传承汝瓷匠人精神，把生命的才情、

意识的灵动、艺术的升华、想象的空间融

进了汝瓷之中，开发出更多现代特色的健

康实用汝瓷，把汝瓷推向国际市场。”

（刘迎旭）

1月19日，在三亚博鳌亚洲论坛国

际会议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魅力雅

集嘉年华”视觉盛宴开幕仪式拉开了海

南一龄集团展会序幕。

当天，宝丰县汝窑、宝丰酒、富硒小

米、双低菜籽油、葵花籽油及大红袍花

椒等多种特色文创农副产品亮相海南

一龄集团展会，得到众多采购商的驻足

购买。

在位于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

心B区的河南展区，由宝州文体组织，

宝丰县汝窑瓷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共

展出了 30 多件（套）汝窑陶瓷作品。

《莲花温碗》《水仙盆》《玉壶春》等传统

器型及《相生》《无我》等一系列现代创

新作品交相辉映，为缤纷绚丽的展会

带来一抹清韵。作品刚摆放好，就吸

引了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及众多参展

商、采购商的欣赏、洽谈。这些作品选

自宝丰县宋官窑汝瓷研发有限公司的

九道宝瓷品牌。

展出期间，一龄集团董事长李玮专

门到宝丰汝窑展区，近距离欣赏汝窑陶

瓷清淡含蓄之美，并与宝丰县汝瓷发展

中心工作人员交流探讨，详细了解汝窑

文化。他表示，这次看到来自“中国汝

瓷之都”的汝窑陶瓷作品真是大饱眼

福，希望双方今后能通过宝丰汝瓷发展

中心定制汝窑陶瓷作品搭建起长期合

作的平台。此次活动为期4天，展品来

自全国十几个省份，以轻奢精品、非遗

产品、民俗文化为主。 （李赛楠）

镇平玉雕：金字招牌彰显品牌力量

行业动态

艺苑

大师风采

见

“华誉汝瓷艺术展厅”

雅致生活行于艺术之间

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韩琴 不负韶华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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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里伏牛山在南阳聚气成玉，五千年用玉史在镇平演绎成器，三十万玉

雕人踔厉搏击精雕细琢，终于锻造出一个闪亮的名片——“镇平玉雕”。如今，

镇平县委、县政府强力推进千年玉都玉业繁华，镇平玉雕以其从业规模庞大、

产业链条完备等特点享誉全国，“中华玉都”城市品牌和“镇平玉雕”产业品牌

的影响力逐步彰显，“天下玉源、大师摇篮”的地位逐步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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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经

钧瓷的艺术魅力

鲁山县制作完成巨型作品《花鼓》

宝丰汝窑亮相魅力博鳌

磐龙玉双羊尊魏玉忠作品 一品清廉 王冠军作品

金山水韵 袁留福作品八棱净瓶 王浩的作品王东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