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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洛阳紫砂

乡村非遗

佳品欣赏

以链为媒以链为媒
打造玉文化产业大集群打造玉文化产业大集群

王金合 钧窑色彩创新引领者

此炉为北宋官窑器型，内部可燃

香；玛瑙釉，香灰胎，蝉翼纹；呈天青色，

色泽温润，器型浑厚；口径16厘米、底径

13.5厘米、高17.5厘米。

由中原陶瓷文化产业领军人物，中

国传统技艺大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

师，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李志强烧制。

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拉坯、模印、

刻、划、捏、贴、镂空等工艺技法，烧制温

度1220℃。

（郭明瑞 文/图）

洛阳市新安县是河洛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有

关学者研究证明，紫砂起源于北宋时期的洛阳新安

“绀紫泥”，即北宋“紫瓯”的制作原料。

据新安县志记载：以北冶为中心的北部一带，是

唐宋以来的中原陶瓷制作中心，这里发现数十个唐宋

窑址，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国古窑有两百余座。北冶

到西沃一带的陶瓷艺人中，在清代、民国时期最有名

的是桐树湾张家窑的创始人张步瀛。张步瀛出身陶

瓷世家，曾考中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第三甲进

士，短期为官后，回家经营陶瓷作坊。

2010年，张氏陶艺传承人张逸人经过20余年的

挖掘、整理和研究，成功研制出第一把“洛阳紫砂

壶”。从此，洛阳紫砂再次进入大众视野，让人领略到

几百年洛阳紫砂壶的风采。

张逸人拥有紫砂工艺品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

新型专利3项，被授予洛阳文化产业领军人物、河南

省工艺美术大师等称号。2017年9月受邀作为牡丹

使者，参加重走丝绸之路大型文化采风活动，作品被

多国博物馆收藏；2019年9月启动建设石井老街紫砂

产业园项目。

如今，洛阳紫砂正在不断地发展，恢复了洛阳紫砂应

有之地位，并将不断开拓洛阳紫砂的光辉未来。（郭明瑞）

7月 30日，河南陶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在

郑州顺利举行，有42位能工巧匠在技能比拼现场亮

出“绝活”，其中陶瓷产品设计师 23人、陶瓷工艺师

19人。

据了解，该项技能等级认定由河南省陶瓷玻璃

行业管理协会组织，通过理论考试、实操考试、论文

答辩等三个环节进行考评，合格者由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业职业能力评价中心

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联合颁发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

通过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及职业等级认定，完

善了陶瓷行业高技能人才评价机制，为河南陶瓷行

业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平台。 （暴风云）

8月10日，河南日报社主办的2022年“中原杯”

玉（石）雕作品精品展评选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河

南日报农村版、河南省玉石文化产业协会共同承办。

本次评选，分为初评列明地区集中作品评选和

未列明地区自由评选两种，将邀请领导、专家、媒体

人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评选。9月30日前

为申报阶段，10月20日前为初评阶段，11月10日前

为终评阶段。评选结果将通过媒体公示，评选结束

后，将对获奖人员进行隆重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和

奖杯。

本次活动，将依托河南日报社媒体矩阵，进行广

角度、多载体的宣传，为河南玉石文化产业发展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 （明瑞）

8月7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陶瓷分

会在景德镇陶瓷大学成立，全国各地陶瓷领域的非

遗传承人汇聚一堂，共话陶瓷非遗保护和传承发展。

在成立仪式举办之前，按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协会章程的规定，由景德镇陶瓷大学作为陶瓷分

会的发起单位依法提前举办了会员大会。会员大会

选举产生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陶瓷分会

理事138人，其中，我省花瓷烧制技艺传承人袁留福成

功当选。

据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陶瓷分

会的成立，将进一步提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播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袁留福致力于复原并传承鲁山花瓷制作技艺，

有16件作品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

曾先后获得“平顶山市第一届乡土拔尖人才”“中原

人最喜爱的陶瓷艺术家”等荣誉称号。 （郭明瑞）

花瓷传承人袁留福
当选非遗协会陶瓷分会理事

42位陶艺匠人
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中原杯”玉（石）雕作品评选活动
10日起开始征集作品

8月 5日，从渑池县仰韶村考古圣地项目建设指

挥部获悉，各相关单位不等不靠、主动作为，设计规

划和前期工作均已取得显著成效。

为更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

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贺信精神，作为仰韶

文化的发现地、命名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的

渑池县，精心谋划了“七个一”工程。

一馆，即已建成开放的仰韶文化博物馆，融入数

字化、智慧化内容，搭建国内国际考古文化交流平

台。一区，即调整仰韶村遗址重点保护区原有规划，

对遗址本体继续进行加固保护。一居，即对安特生、

袁复礼旧居进行保护性改造。一村，即将其建设成

为一个既保留传统风貌又适应村民生产生活需要的

新仰韶村。一学，即依托仰韶文化博物馆、仰韶村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等，打造大仰韶考古研学基地。一

园，即打造一个集农家乐餐饮、民宿、旅游、农耕等功

能于一体的仰韶文化产业园。一节，即举办仰韶文

化节，开展仰韶文化国际（国内）文化交流活动。

为确保“七个一”工程顺利开展，渑池县建立健

全仰韶村考古圣地项目建设指挥部，实行“日总结、

周汇总、月通报”工作机制，明确责任，扎实推进。

（贺晓鹏刘琼琳）

渑池县仰韶村考古圣地项目
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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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瑞 文/图）

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收藏家协会（古

陶瓷艺术品）鉴定师、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

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艺术

大师、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汝瓷

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事汝瓷技艺

研发30余年，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张
玉
凤

狻猊出香狻猊出香

高级工艺美

术 师、高 级 工 程

师 ，中 国 艺 术 品

（陶瓷器）鉴定师，

河南省工艺美术

大师、河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汝瓷烧制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平

顶山市专业技术

拔尖人才。从事

陶瓷技艺研发 30

余年。

高 级 工 艺 美

术师，牡丹瓷创始

人，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全国

模范退役军人，中

原大工匠、中原科

技创业领军人才，

河洛大工匠、洛阳

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唐代白瓷

烧制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

蓝唐钧天球瓶蓝唐钧天球瓶

高级技师，河

南省工艺美术大

师、河南省陶瓷艺

术大师、河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钧瓷烧制技艺[神

前唐钧烧制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成

功烧制出“唐钧油

滴花”及“唐钧木叶

碗”，作品被国内

外博物馆收藏。

见

羊之玉羊之玉

福寿永驻福寿永驻

高级传统工艺师，中国传统技艺大

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工艺美

术高级工艺师、中原陶瓷名匠，平顶山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汝瓷烧制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作品多次荣获金奖。

□于茂世

女娲抟土造人，陶人抟泥成器——人

陶合一，坤德离功，这是中国文化缘起缘聚

的宿命与基因。

无论是女娲，还是伏羲、黄帝，抑或是

伯灵翁等陶祖陶神，他们不是部落首领就

是神人圣人，与中华陶瓷一脉相通，人陶合

一，陶化天下。

为陶者，亦不只是作器。

火有文武，或弱或强，或还原或氧化，

五色烟火出入陶坯瓷胎，借以金、木、水、

火、土之物性变易，烧造出光色焕然一新，

构筑了国人最初乃至永恒的审美品格，化

为国人的文化自信与精神基因。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陶窑作器，文明

曙光。

五色烟火窑化金、木、水、火、土——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以土与金、木、水、火

杂，以成百物”，烧造、陶染出五色陶器——

青陶、黄陶、赤陶、白陶、黑陶。没上釉的陶

器，以胎体颜色分为青陶、黑陶等；上了釉

的瓷器，以釉色遮蔽胎色，以釉定色有了青

瓷等。钧窑烧出的一点红、一片红，和汝

窑、定窑一样，冠以地域之名，叫钧窑。

相信眼睛，相信五色，相信中国“五材

五行五色”的传统文化，于陶器，只有三彩

是复合色的；于瓷器，只有钧窑是复合色

的。

陶分五色，在唐代三彩釉陶器诞生之

前——唐三彩墨融五色，其与“牡丹国色”

相向而行；瓷分五色，在宋代钧窑诞生之前

——宋代钧窑墨融五色，其与宋代“丹青倾

城”并行不悖。

于是，唐代将陶器推向顶峰，有了三

彩；宋代将瓷器推向巅峰，有了钧瓷。都是

不设框架、没有边界的复合色——这是三

彩、钧瓷区别于其他陶瓷之根本。

不是有五彩、斗彩、红绿彩等瓷器吗？

有，但它们均以色彩求型求形求意，而三

彩、钧瓷求的是牡丹花的复合色、过渡色，

其不以色彩故意成型，将一切交于窑神与

自然——而这也是三彩的最高境界。

但是，三彩在唐代创造了一个巅峰之

后，虽然有所传承，但却每况愈下……几乎

与三彩一样，钧瓷在宋代创造了一个巅峰

之后，也是如此。

其实，无论唐三彩还是宋钧瓷，都是一

个时代诸多因素碰撞融合，科技、经济、制

度等会聚于一陶一瓷所创烧出来文化与艺

术的珠穆朗玛峰。

甚至，后人真的不晓得唐人为什么烧

制唐三彩，宋人为什么烧制钧瓷。

唐三彩，宋钧瓷，再也回不去了。它们

对标的是唐代、宋代的牡丹花，对标的是那

个时代最高的科学技术与审美追求。

而今，走过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走向

信息时代、物联网时代……笔墨当随时代，

陶瓷当随时代，乃至远望未来。

洛阳三彩，有一个郭爱和；禹州钧瓷，

有一个王金合——他们的名字也很有趣，

“和合”了起来。

他们两位烧制的三彩、钧瓷，不再对标

农业文明下的复色牡丹，而是一网打尽“当

下之色”——激光复色、光电玄色、舞台流

光溢彩、数字产品溢彩，乃至借助数字产品

拍摄到的雪山、湖泊、极地、深海的色彩

……

王金合、郭爱和的陶瓷作品，不仅赓续

传统，更融合当下，以几何化的线条构图

（郭爱和）、以无边无界的复合色彩融熔叠

叠、和合相生（王金合、郭爱和），开辟了一

个三彩新时代、钧瓷新时代。

不少收藏家来到王金合的天合坊展

厅，看到他的作品“大惊小怪”：这个，像张

大千的“爱痕湖”，那个像吴冠中的“迎客

松”……

他们“瞧不准”王金合，王金合却自信

满满：“我的作品，一定能够流传下去……”

当下，有郭爱和、王金合在创新创造，

是洛阳、禹州陶瓷之幸，是河南陶瓷之幸。

人物档案

王金合，中国传统工艺大师，河南省工
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大师，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钧瓷烧制技艺）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

镇平县因玉而兴、因玉而名，玉文化产

业是镇平县“无中生有”经济现象的生动范

例，成就了“中国玉雕之乡”的美誉。今年

以来，镇平县贯彻落实南阳市委、市政府打

造“千亿级玉产业集群”战略要求，按照“构

建产业链、形成产业集聚、打造产业新生

态”的工作思路，以建设全球玉文化消费中

心为发展定位，坚持以创新驱动玉文化产

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打造以大品牌、大集

群、大产业为支撑的产业高地。

上下游联动上下游联动
““链链””出产业新动力出产业新动力

镇平县围绕玉文化产业附加值较高的

环节，积极探索产业链培育，以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主要是建设十大工程四十个重

点项目。

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创新玉料进口报

关机制。与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南阳海

关、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河南分公司形成协

作机制，由镇平县：镇平县聚鑫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牵头，联合域内玉雕行业人员注册

成立玉凝玉原石进出口外贸公司，构建玉

石产供销利益联结机制，健全与玉石原料

产地联系对接机制，建立玉石原料供应链

体系。

多措并举，推进玉雕人才振兴。组建

镇平县玉匠大师文化运营公司，筹划开展

大师签约、作品展览等活动；创立大师文创

基地，筹建苏工玉雕大师文创基地、徽派玉

雕大师文创基地等，打造玉产业人才创新

创业基地；推进南阳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

院（本科）建设，学院已通过省教育厅等部

门验收，与南阳理工学院合作建设珠宝玉

雕产业学院，学院下设的电子商务、大数据

与会计两个专业今秋开始招生；落实“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注册成立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单位1家，开展玉雕技工等职

业技能等级认证工作。

数字化引领，加快玉雕产品时尚化、工

业化、标准化建设。与哈工大机器人（合

肥）国际创新研究院、如e定制等智能机械

设备研发单位合作，研发、制造智能雕刻装

备，赋能雕刻企业生产；推进“聚石智仓”宝

玉石产业链、数字化集合平台和玉产品溯

源体系建设。

对接知名电商平台，建设玉石电商基

地。以电商协会为龙头、石佛寺玉雕市场

和新经济产业园为平台，引进河南贝通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等电商企业入驻园区，带

动玉器销售市场发展；招引淘宝直播、抖音

直播、快手直播等企业入驻，提升直播基地

运营水准；以石佛寺大型玉器生产企业为

龙头、电商企业为平台，培育壮大电商供应

链，整合市场上的珠宝玉器产品形成优选

商品库，在全国范围内对接网红团队进行

直播带货；进一步提升智慧仓储分拣中心

和顺丰物流园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完善

物流配套服务。

项目支撑项目支撑
““链链””出产业新集聚出产业新集聚

产业集聚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提升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式，镇平县坚持把项

目建设作为玉文化产业链的强力支撑。

推进中国玉石智谷产业园项目建设。

以构建现代玉产业体系为目标，和哈工大

机器人集团、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合作，

在中国玉石智谷产业园共建智能雕刻装

备制造、智慧营销体系和智慧物流体系。

项目建成后，不仅能满足玉石雕刻需求，

更能满足建筑模型、金属、水晶等产品雕

刻需求。

建设中国玉雕大师创意园三期项目。

中国玉雕大师创意园是玉文化产业高端人

才引进高地和玉文化产业创意创业基地，

一期和二期项目已建设完成，三期项目作

为一期和二期项目的配套和补充，建成后

将集产业、文化、研发、旅游于一体，成为玉

文化展示基地、国际性旅游购物园和人才

交流创新基地。

推进言石小镇产业园项目建设。通过

招商引资，建设中国·言石·石文化产业小

镇，建立以石文化加工、销售及展示为核心

的，集旅游、交流、科研于一体的综合性专

业石雕小镇。

推进和田玉文化加工园项目。玉石原

料是整个玉文化产业链的源头，关系着产

业核心竞争力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田玉

文化加工园的建设，对建立规范有序的玉

料竞拍市场、形成健康有序的玉石原料贸

易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

机制保障机制保障
““链链””出产业新平台出产业新平台

玉石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既需要作

为中流砥柱的企业，更需优质的服务。

进一步优化服务平台。加强线下线上

深度融合，打造多维一体的服务体系，确保

企业诉求事事有着落。

做好金融综合服务。积极宣传金融政

策、金融信息等，打通银企对接最后“一公

里”，为玉石文化企业发展提供高效的融资

服务。

严格落实惠企惠民政策。按照“三区

一中心”定位，出台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新

政，抽选业务能力过硬的工作人员组成专

班，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进一步擦亮

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

镇平县将坚持以“观念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为抓手，围绕建设“国际智慧玉都”

“全球玉文化消费中心”定位，树牢全产业

链、全供应链、全价值链的理念，为镇平县

争创“全省经济 30强县”贡献玉文化产业

的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张剑钊侯乐）

玄宗醉酒玄宗醉酒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当阳峪

绞胎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河南省

陶瓷艺术大师。使失传近千年的当阳峪

绞胎瓷烧制技艺得以复兴发展，研究开发

出仿古绞胎瓷、绞釉瓷、剔花瓷等系列

200多个品种。

平顶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鲁山

花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原名匠，

鲁山花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破

解了唐代二液分相釉烧制技术，使失传千

年的传统矿石釉二液分相釉技术重见天

日，仿烧出了唐代鲁山花瓷羯鼓。拥有

25项羯鼓产品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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