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密市华龙玉器厂

郑州玉美人杰密玉艺术品有限公司

新密市华龙玉器厂在

总设计师王冠军的带领下，

有7件密玉俏色作品被国家

级、省级博物馆收藏。被誉

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密玉俏色）项目，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传习所，郑州市技能大师工

作室。引领新密玉雕界从业人员把俏色密玉做大

做强，新密把玉雕产业加以政策扶持。

国家级玉雕大师田学

峰为总设计师，拥有省级玉

石雕刻大师4名，市级雕刻

大师4名，高级玉雕技工10

余人，并有抛光车间、底座

车间等完善的玉雕设施。《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药师琉璃佛》《大乔、小乔》《花开富贵》《守护》等

作品，先后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百花奖”“陆

子冈杯”等玉雕行业评比中，多次获奖。

镇平玉神工艺品有限公司

镇平县玉之魂珠宝玉器有限公司

镇平玉神工艺品有限

公司根植于著名的“中国玉

雕之乡”镇平县，专注于独

山玉雕刻艺术的研究和发

展。成为玉雕之乡的领军

企业，“玉神”品牌被工商部门授予“镇平县十大知

名品牌”。现有高级工艺师12人，工艺师和技师

40余人，公司下设独山玉雕刻研究所、生产车间、

玉神典藏馆、玉神天珍阁形象店等机构。

镇平县玉之魂珠宝玉器

有限公司是中国玉雕之乡玉

文化产业的最具影响力企

业、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品

牌、中国珠宝玉器第一连锁

品牌。是一家集翡翠、金银镶饰品的原料采购、设

计、生产、研发、批发、加工、自主营销于一体的综合

性玉器公司。公司始终秉承不断开拓创新，追求卓

越的发展理念，打造中国玉文化产业品牌。

河南嘉豪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镇平县振满石雕工艺厂

拥有创新型技术工人

150余人，数控自动机床和3D

雕刻等设备400多套。公司

主要从事原矿石的开发设计、

加工制作及销售为一体的一

条龙服务，产品主要包括手镯、项链、手链、挂件、手

把件、摆件及各种金镶玉饰品。公司秉承“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专”的经营理念，金

镶玉产品更是热销二十多个国家，成为行业标杆。

镇平县振满石雕工艺厂位于晁陂镇西工

贸区内，是镇平县最早一批发展的石制工艺

品加工厂，下设晁陂镇和杨营镇及山西大同

三个石雕加工基地，是集研究创作、生产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专业石制工艺品生产厂

商。凭借着精良的工艺技术、丰富的产品材

质、成熟的经营经验等，其产品远销韩国及东

南亚等地，获得“脱贫攻坚 爱心企业”的荣誉

称号。

镇平县神鹰玉文化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沈丘中玉源实业有限公司

神鹰文化投资集团投资

13亿元创建中国独有的苏

州园林风格玉文化产业园区

——中国玉雕大师创意园，

位于河南省镇平县玉源大道

与平安大道交叉口北侧，环境优美，现已云集百位

玉石雕刻大师，并联手全国七大原石玉矿，实施“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为助推河南玉石文化发展

壮大，促进玉石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做出不懈努力。

沈丘中玉源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玉文化企业，位于沈丘玉

文化产业园，主营“中原玉博城”，专业销售和田玉、

俄罗斯玉料，产品为玉器挂件、摆件及各类金银首

饰。公司始终坚持以弘扬沈丘玉雕产业为己任，将

国内先进管理方法和企业实际相结合，实现企业快

速、稳定地发展。公司以让客户满意为中心，以先

进的雕刻设备、玉雕技艺为基础，以优秀玉雕人才

的丰富经验为保障，经营范围遍及全国各地！

南阳市拓宝玉器有限公

司现有各种玉雕机、抛光机和

玉器检测设备等800多台

（套），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200余人。公司产品在全国

同类产品中享有盛誉。产品包括玉雕人物、兽类、瓶

素、玉制首饰、旅游小件等门类。公司制作的河南省

政府赠送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礼品《九龙晷》获河南

省政府创作设计一等奖。

南阳市拓宝玉器有限公司

镇平县博奥玉器有限公司

镇平县博奥玉器有限公

司经过十余年砥砺奋进，形

成规模化生产、企业化管理、

品牌化经营的发展模式，传播

中华玉文化为己任，打造集材

料选择、产品研发、品牌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条。作品从挂件、手镯到摆件，不仅种类繁多，而

且技艺精湛。公司坚持把中国深厚的传统玉雕文化

融入作品设计中，呈现出大气浑厚的韵味。

河南玉石文化产业十大文创企业

R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高级

工艺美术师、江苏省工艺美术

大师。作品多以人物、花鸟、

山水为题材，既体现了中原文

化的豪放大气又融合了南方

文化的精致细腻，同时也体现

了深邃的人生理念和深厚的

文化内涵。作品多次在“天工

奖”“百花玉缘杯”“子冈杯”等

大赛中获金奖。为当代苏州玉

雕代表性人物之一。

赵显志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镇平玉雕”传

承人、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南阳

市首届玉文化产业“十大领军

人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

的“中国民间艺术家”。对水

晶、独山玉、翡翠等诸多玉种的

人物、山子设计制作均有很高

的造诣。设计制作的黄水晶

《莲花生大士》被法国吉美博物

馆收藏，《三教九流》作为国礼

赠送俄罗斯总统普京。

仵应文

河南省石雕艺术大师，

镇平县景观石商会副会长、

理事长。2010 年跟随中国

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民间

雕刻艺术家王荣海学习山水

艺术雕刻。2012 年创办镇

平县福禄源石材厂，以“实体

经济+网络销售”的方式，将

镇平的景观石推向了全国各

地。

徐国安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河南省玉石雕刻大师，镇平

县宝玉石协会副会长，镇平

县玉文化研究与传播协会副

会长。曾任镇平县玉神工艺

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擅长

独山玉花鸟、人物设计制作，

作品大局观强，对独山玉俏

色巧用有独到见解，为独山

玉工艺的研究和应用作出了

自己的贡献。

赵玉谦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河南

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玉石

雕刻大师。2002年拜师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仵应文先生，主

要是以佛像雕刻为主，2006年

在河南省应汶玉文化研究院

创立“仁禾轩玉雕工作室”。

作品《大威的金刚》《极乐图》

获“天工杯”金奖，《唐式观音》

获“陆子刚杯”精品奖，《四十

二臂千手观音》获“天工奖”金

奖。

朱仁尊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河

南省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

艺美术师。2021年在中国美

术馆举办《叩问经典——庞

然当代琢玉艺术精品展》个

人展。他积极探索书画艺术

在玉石雕刻中运用，其作品

《佛光普照》获“陆子冈杯”特

别金奖，《福寿无量》获“百花

奖”金奖。

庞然

闽商天下石·石文化创

意产业园是开港大道首个河

南省重点项目，由 106 家闽

籍为主的石制品企业众筹投

资开发，规划总投资 24 亿

元，占地 1246 亩，一期项目

已经于 2019 年正式开园并

成功运营。胡志辉作为该产

业园的总策划师，全程参与

并推动了整个项目的成功运

营。

胡志辉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南阳市

首届玉文化产业“十大领军人

物”，擅长独山玉人物的设计制

作，先后创作了独山玉黑白人物

“老人系列”“童子系列”“仕女系

列”等，被誉为“中国独山玉黑白

人物雕刻第一人”。代表作品

《南阳娃迎农运》荣获中国玉石

雕刻“天工奖”金奖，《心路》《红

旗飘舞的季节》《大唐飞歌》《妙

算》被评为南阳市首届玉文化产

业“十大最具影响力作品”。

张克钊

河南省玉雕大师、2004年

获第一届中国玉石雕刻大师、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理

事、一级高级技师，被业内广泛

赞誉为“中原第一平素”美称。

多次在“天工奖”“百花奖”等大

赛中获金奖及最佳创意奖。在

素瓶设计上敢于打破旧框框，

作品体积感、空间感和运动感

在和谐中达到统一。

魏玉忠

国际注册工艺美术大师、

河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河南

省师范大学商学院研究生校外

导师、镇平县宝玉石协会副会

长。出生在玉雕世家，从业后

又赴天津美院和中央美院进

修，艺术理论功底扎实，不仅设

计制作出了许多享誉世界的独

山玉作品，所在公司还被评为

南阳市首届玉文化产业十大品

牌企业。

姚丛伟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

雕艺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

师、中国玉雕大工匠、河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河

南省十大职工能工巧匠，获得河

南省传统工艺突出贡献奖。发

现密玉是赤、橙等多色玉种，使

濒临枯竭的绿色密玉又获得了

新生。被河南省工艺美术协会

授予“密玉俏色第一人”称号。

作品在“百花奖”“天工奖”“陆子

冈杯”等大赛中多次获奖。

王冠军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南

阳市首届玉文化“十大领军

文化人物”，毕业于镇平县

工艺美术学校，师从王振宇

大师，2006 年在北京成立紫

气东来玉雕有限公司，作品

儒雅大气，俏色绝妙，浑然

天成，作品《十二金钗》荣获

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金

奖。

孟庆东

国家级高级技师、中国玉

石雕刻艺术大师、中国传统工

艺大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河南省玉石雕刻大师。作品

《老有所乐》获“华夏奖”金奖，

《吉祥如意》《孔雀明王》《童子

拜观音》《刘海戏金蟾》等作品

多次获得“国艺杯”“中华龙杯”

“陆子冈杯”“百花奖”“金马奖”

等玉雕比赛金奖。创办了沈丘

县玉雕艺术职业培训学校。

范交通

镇平县人，河南省工艺美

术大师，河南省玉石雕刻大师，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镇平县玉

文化研究与传播协会副会长，

镇平县国风文化设计室主力设

计师。1995年毕业于南阳理

工学院美术系雕塑专业，擅长

人物、动物、玉牌等小件的设计

制作，作品风格时尚，文化内涵

丰富，是学院玉雕大师中的俊

才。代表作品：独山玉《再别康

桥》《翡冷翠之夜》等。

王志戈

工艺品雕刻高级技师，

中国玉雕大师，河南省工艺

美术大师，河南省玉雕大

师。是业界的“中原炉瓶圣

手”，独创出在炉瓶内膛又

快又稳取料的“取膛法”技

术。在全国培养出了多名

玉雕技术人才，全力推动玉

文化和中国玉雕产业的发

展。

张春风

河南玉石文化产业十大名师

河南玉石文化产业十大领军人物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师

从仵应文大师。十几年来精修苦

研，深得大师道德技艺精髓，尊师

重道，诚恳勤勉。创办工作室，致

力于玉雕创作与教学，人物作品

形神兼备，在融合西方写实的风

格上又有创新。深入研究佛造像

题材，塑造清净庄严的观音形

象。作品清新典雅，雕刻手法独

具一格，体现出对玉雕艺术的执

着追求和不与人同的艺术尝试。

李锁

蒙春豪

河南省玉石雕刻大师、南

阳市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青年

玉雕艺术家、中国玉雕工匠、中

国一级高级技师。于2008年

创办千秋宝玉雕工作室，并任

总设计师，每年培养并向社会

输出专业玉雕人才20余人，为

玉石雕刻行业作出了积极贡

献。作品以摆件、牌子为主，因

材施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勇于创新。

时晓印

出生在玉雕世家，拜仵应

文为师，走向佛造像雕刻之

路。每一件原石都有其灵性，

他历尽艰辛创作把别人眼中

很普通的手镯料变成备受敬

仰的《白玉四臂观音》作品。西

藏之行，开始思索水晶作品，是

事业新的起点，他相信只要有

一颗虔诚的心去做事情，即使

有再多的挫折都阻挡不了成

功。

梁飞雄

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玉

石雕刻高级技师、中国青年玉

雕艺术家、河南省工艺美术大

师、河南省玉石雕刻大师。在

独山玉山子雕的设计思路上自

成一派。作品《仙松迎客》获得

“玉星奖”金奖；《江山如画》《藏

龙卧虎》《空山新雨踏歌行》获

得中国玉器“百花奖”金奖；独

山玉《九龙晷》获得河南省人民

政府颁发的制作工艺奖。

张鹏

镇平县玉雕创作新星、

河南省玉石雕刻大师、河南

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理

事、中国青年玉雕艺术家、中

国玉雕工匠、河南省工艺美

术师，擅长器皿件、仿古件的

制作，设计制作的多类作品

被多个收藏家收藏，并且其

创作的多个作品在国家级、

省级行业评比中获得不同的

奖项。

魏鹏举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镇平县

玉神工艺品有限公司首席设计

大师、南阳独山玉雕刻研究所副

所长。擅长花鸟、人物设计制

作，以写实的手法表达情寄田园

的文化主题，深耕独山玉花鸟系

列作品，使传统玉雕题材具有浓

郁的中原风情。作品《春》《和谐

家园》荣获中国玉石雕刻“天工

奖”金奖，独山玉《醉卧清风》荣

获中国玉石“百花奖”金奖。

刘晓波

河南省玉雕大师、国家二级

技师，镇平县宝玉石协会副会

长。在孟庆东门下系统学习玉

石雕刻，开办公司——镇平皓玉

珠宝有限公司。其作品《聚百

财》《西方三圣》荣获第十届中国

与雕刻“陆子冈杯”金奖，《南海

观音》荣获第十届中国与雕刻

“陆子冈杯”银奖，《关公——忠

义仁勇》荣获第九届中国玉石雕

刻“神工奖”银奖等。

赵娟

潜心进行艺术创作及教学

研究，授徒100多人。2009年

赞助河南省首届“密玉杯”雕刻

技能大赛，在提高密玉知名度和

玉雕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较大

贡献。论文《艺术的魅力——密

玉作品中的抽象主义和极简主

义》在第5期《河南省宝玉石》发

表。在第二届“嵩山论玉”上为

来自全国的300多位河南省玉

雕大师做演讲。

田学锋

擅长独山玉山子雕创作，

作品采用圆雕、浮雕、镂空雕等

多种工艺技法，注重营造意境，

追求工笔兼写意的中国山水画

之意趣。作品《深山访友》荣获

中国玉石雕刻作品“天工奖”金

奖，《轻舟已过万重山》荣获中

国“陆子冈杯”玉石雕精品暨国

际玉雕艺术家作品展览金奖，

《水云涧》荣获中国第九届玉石

雕、“神工奖”金奖，等等。

侯庆军

河南玉石文化产业十大新秀

石佛寺宝协分会副会长。

跟随赵显志老师到苏州拜师学

艺。作品以俏色巧雕和创新性

小件擅长。以传统文化为依托

的玉雕作品想要别出新意，就必

须呈现文化形式背后的内涵和

神韵。他用创意将传统文化精

髓与时代审美相融合，以年轻化

表达传统文化内涵及神韵。其

作品《出尘》《望岳》《智取芭蕉

扇》《胡同》等曾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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