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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览》主要挖掘及展现河南瓷画玉

石等文化，在大河网、中原三农网等网络

媒体同步推出，开设大师风采、行业动态、

豫见、产经等栏目。

联系人：郭明瑞 电话：13103841205

邀 约

见

产经

艺苑

行业动态钧瓷《上合樽》
成为纪念上合组织成立20周年国礼

中原陶瓷十大人物、十佳企业推选活动开始

抓项目 搭平台 树形象 育人才
宝丰县全力弘扬汝窑文化推进汝瓷产业升级

王冠军 密玉俏色第一人

中国钧瓷文化园

偃师银条 乡村非遗

绞胎瓷王冠军，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雕艺术大师，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密玉俏色雕刻代表性传承人，独创“弃脏遮绺
返瑕为瑜”的雕刻技艺，提高了密玉的艺术价值，扩大了密玉
的原石资源。获得国家外观设计专利16项，发明专利2项。
创办的工作室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可并获授“王冠
军技能大师工作室”。

大师风采

9月3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

年暨上海合作组织文化年人文与工业

展在北京举行。为纪念这一重要时刻，

上合组织秘书处特邀禹州市钧瓷大师

高丙建创作官方指定国礼《上合樽》。

《上合樽》完美展现了钧瓷所独有

的“天人合一”的艺术内涵，诠释了上合

组织“和平、友谊、进步、发展”的宗旨，

体现了上合组织对创造世界和谐、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追求，加强了各

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相互

信任与睦邻友好，极具珍藏价值。在上

合组织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高丙

建大师把《上合樽》作为官方指定国礼，

同与会多国特使代表进行交接。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许乐)

据《蔬菜栽培学》载：银条又称银

苗，在我国自古就有栽培。相传，银条由

商汤宰相、中华厨祖伊尹，在今洛阳市偃

师区东寺庄一带发现，加以烹饪后成为

一道佳肴，因此，银条又名“尹条”。银条

成品脆嫩多汁、滋味鲜爽，深受当地群众

的喜爱。后经技术革新，“保其鲜、存其

性、正其味，延其效”，这一过去只能在春

节前后吃到的佳肴成为海内外的四季

时鲜。银条属根茎繁殖，春分前播种，谷

雨前后出苗，6月开花，生长至大雪、小

寒，便可刨收。

银条烹饪极其讲求火候，“欠火生，过

火烂，不欠不过最时鲜”。长期以来，人们

遵循当年伊尹烹制银条的歌诀：“锅净水

宽，忌生防烂，喜姜不葱，躲酱增酸。”

清洗、备料、焯水、冲凉冷却、加料、

炝锅、焖盖拌，简单不费时，一道美味的

炝汁银条就可上桌了，上手一试吧。

(郝晓静)

●刘建军 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工程

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杰出工艺

美术家，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中国收藏

家最喜爱的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

产钧瓷烧制技艺传承人，连续五届被聘为

中国钧瓷精品展评会专家评委，获得中原

陶瓷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河南省传统陶

瓷工艺突出贡献奖等。

●王金合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

省杰出陶瓷艺术家，中国钧瓷传统工艺美

术大师，中国收藏家最喜爱的工艺美术大

师，非物质文化遗产钧瓷烧制技艺传承人，

获得中原陶瓷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河南

省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

●常爱英工艺美术大师、高级书画师，

长期从事传统手工艺麦秆画设计创作，其

作品《弦上乐》《梨花一枝春带雨》获得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作

品《万生和》入选世界最大麦秆画世界纪

录，多个作品获得国家金奖。

●王振峰 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非物

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汝州市

王一沙汝官窑研究所所长，“宋廷御瓷”产

品研发工程师。

●李建功 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河

南省民间工艺大师，全面继承陶瓷和发展

钧瓷传统烧制技艺，复原再现了唐、宋等多

个时期的传统窑炉烧制技术，钧瓷酒瓶、两

型钧瓷摆件是其专利作品。

中国钧瓷文化园位于禹州市区北

部，南临颍北大道，交通便捷，环境优美，

周边配套设施齐全。项目占地156亩，

建成钧瓷文化传承展示区、钧瓷科研创

意基地、钧瓷学术交流大厅、多功能综合

服务区四个园区，配套有钧瓷文化牌楼、

天成阁、钧瓷艺术博览中心、乐钧坊、钧

瓷制作体验中心等子项目。

该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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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

改委“大项目办”确定的省重点文化项

目，许昌市重点旅游项目，由孔家钧窑承

建。2013年11月8日和2015年9月2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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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河南钧

瓷文化地标行业平台的引领作用。

中国钧瓷文化园具有中国传统建

筑风格和显著的宫廷特色，主体建筑为

天成阁，明七暗九共九层：一层是藏宝

库；二层是核心建筑珍品阁，根据金、

木、水、火、土五行五色设计，分为东、

西、南、北、中五个厅，中厅为钧坛、东厅

为窑系、南厅为作坊、西厅为重器、北厅

为孔家，集中展示了钧瓷传承、发展和

孔家钧窑的成就贡献；三层为迎宾大

厅；四层为多功能学术报告厅；五层为

高端接待及商务洽谈厅；六、七层为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孔相卿创意艺术室；八

层为藏经阁，珍藏着丰富的钧瓷文献；

九层为书画交流厅。 （孔春生）

2021年以来，宝丰县委、县政府围绕

文旅强县建设，分赴多地，通过推介宝丰

汝窑陶瓷产业发展情况及优惠政策，积极

吸引品牌企业入驻，特别是汝瓷、紫砂企

业，壮大产业集群，增加陶瓷品类，培育品

牌企业做大做强。

一是投资2.3亿元的东道汝窑全球艺

术设计中心落地，项目红线图、控制性规

划已经完工，土地附属物清点完毕，土地

收储等前期手续基本完成。二是前期已

入驻的中汝廷怀窑生产规模和展厅布置

进一步扩大，目前有员工100多名，成立

了党支部，实现了健康平稳发展。三是新

引进项目联邦包装入驻汝瓷创业园，主要

生产汝瓷包装品，延长了产业链条。四是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漳州窑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林俊工作室落地宝丰，目前已

烧制十几窑产品。五是宜兴中国陶瓷艺

术大师黄飞平紫砂文化艺术馆入驻宝丰

县前营乡岳坟沟村。该项目拟投资500

万元，每年生产紫砂2000件（套），为当地

紫砂产业带徒不少于10人，并培训紫砂

人才100人次。六是禹州3D陶瓷建模工

作室落户宝丰县徽汝汝窑，助推汝瓷产品

设计升级。

为共建汝瓷产业生态服务体系，宝丰

县积极向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争

取，成立北方瓷区宝丰抖音电商直播基

地。该基地目前已对外试营业，开设14个

直播间，20多个云仓储物流空间，目前入

驻企业和汝窑陶瓷大师共200余家(人)，其

中包括中汝廷怀窑、徽汝汝窑、九道宝瓷等

20多家当地汝瓷生产企业及王国奇、王占

稳、王学良等汝瓷烧制技艺大师，平顶山、

洛阳、郑州等地的20多家直播团队入驻基

地，日均销售额100万元左右。

今年以来，宝丰县落实“万人助万

企”，深入调研58家汝窑陶瓷企业，制定

了走访群众问题清单，解决涉及产品创

新、包装设计、技术壁垒、产品销售、融资

困难、展览信息、政策宣讲等实际问题，力

促九道宝瓷与北京曹雪芹基金会达成用

瓷协议，在北京曹雪芹纪念馆展示和销

售。宝丰县班子成员带队对全县汝窑陶

瓷企业窑炉安全用电用气、规范操作、消

防设施、安全疏散通道等进行督导提醒。

为优化产业升级，宝丰县向汝窑陶瓷

企业及个人兑付政策扶持基金，争取

2021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45

万元，落实汝瓷创新创业孵化产业园地方

政府专项债项目；成功将宝丰县汝瓷研究

所申报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进

一步促进汝瓷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合理利

用；积极申报汝窑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

对汝窑文化进行整体性保护。

针对陶瓷人才匮乏的现状，宝丰县积

极开办汝瓷烧制技艺公益课堂，上半年邀

请名师传授汝窑烧制及制作技巧，下半年

又增设紫砂制作技艺、汝瓷直播培训、汝

瓷与花艺、汝瓷烧制技艺之烧窑、3D汝瓷

建模设计及汝瓷与茶艺等六大课程，全年

共培训了570余人次，为企业优秀人才申

报“乡土拔尖人才”和“专业技术拔尖人

才”两项荣誉11人次。

为打造知名汝瓷研究所，一方面宝丰

县政府积极组织鼓励企业参加各种大型

展会、技能大赛，把宝丰汝窑打造成全国

知名陶瓷产区，让汝窑文化享誉世界；另

一方面与县域企业和平顶山学院陶瓷学

院合作，试烧40余次，研制釉料配方50

余种，并编号入档。

为加强宣传推广，展现汝窑魅力，利

用“宝丰汝窑”官方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

官方微信发布小视频，在新华社、人民日

报、大河网、映象网等众多主流媒体进行

宣传报道，引发社会热烈反响。同时，积

极策划文案，精心布景拍摄汝瓷文化宣传

视频。

汝瓷，已成为宝丰重要的文化名片。

作为中国汝窑古镇，宝丰县将一方面建立

公开、平等、规范的行业准入制度，引导培

育企业形成日用瓷、艺术瓷、仿古瓷等分

类发展；另一方面以基地促发展，带动企

业产品设计、工艺、包装等升级蜕变，促进

各地知名陶瓷企业到宝丰入驻，搭建交流

沟通平台，提升基地与陶瓷企业的黏性，

实现年销售额1.5亿元的目标。同时，还

将积极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引进一批急

需专业技术人才，以“归根工程”为牵引，

推行“人才+项目+平台”引进模式，鼓励

高层次人才带项目、带技术回宝丰创新创

业。 （吕艳慧宋向辉）

绞胎瓷始于唐，兴于宋，后因靖康

之变从金元失传千年，古代为皇帝专

用。到目前为止，古代绞胎瓷文物全球

只保存了60余件。

绞胎瓷亦称透花瓷，是将两种或两

种以上不同颜色的瓷土糅合在一起，经

过8个月发酵，利用其高黏性、高可塑性

相绞拉坯，经手工编织成形。正因为绞

胎瓷是由不同颜色的泥料构成，每种泥

料所含的矿物质不同，造成做胎、炉温等

上百道工艺环节难以掌控，其烧制过程

成为难以逾越的巅峰。成形的瓷坯必须

用纯棉布包扎，经九个半月的自然阴干，

其间不能见风、不能暴晒，更不能烘烤，

要严格控制阴干环境的温度、湿度，否则

就会开裂，一级品成品率只有0.8‰~1‰。

孟家绞胎瓷坊堪称诸瓷之王，被省

文物局定为文物复制、研发、生产基地，

2017年被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宝《中

国影像方志》（2300个里边排名前十），

被学界和收藏家称为“天下之绝工”。

（孟凡斌）

为传承、弘扬中原陶瓷文化，展现河

南陶瓷行业风采，实现河南陶瓷行业高质

量发展，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将于12月中旬

举办中原陶瓷文化产业高峰论坛，其间还

将举办中原陶瓷十大人物、十佳企业颁奖

活动，11月2日~27日为报名推选阶段。

此次推选活动将设中原陶瓷文化产

业十大领军人物、十大创新人物、十佳

创新企业和十佳成长型企业等奖项，坚

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托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的媒体宣传优势，为河南陶

瓷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活

动开展以来，相关单位踊跃报名。

（本报记者郭明瑞）

经专家团队严格评审，由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河南省旅游协会举办的2021

年河南省旅游商品大赛获奖名单近日出

炉，禹州市选送的3件特色文化旅游产品

榜上有名，其中《大宋官窑·自斟杯》《大唐

钧窑·如意养生杯》2件（套）产品荣获大赛

一等奖，《大宋官窑·山海杯》荣获大赛三

等奖。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许乐)

禹州市3件旅游商品参加省级大赛获奖

为更好地推广和销售原产地汝瓷，

近日，汝州市开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原

产地汝瓷电商直播货仓基地，为汝瓷企

业和电商直播团队搭建合作交流的桥

梁。

据了解，该基地由汝瓷小镇游客服

务中心建设，并负责管理与运营。各电

商销售团队或个人应邀入驻后，应按照

国家相关规定对入仓的汝瓷产品进行有

针对性的销售，以保证汝瓷企业和消费

者的利益。电商货仓运营中心按照“汝

瓷+电商+直播”的销售模式，实现宣传营

销规模化、场景化、品牌化和持续性发

展，助力汝瓷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建设汝州市电商直播货仓基地，其

目的在于构建“1+N”文旅产业和电子

商务直播发展格局，将电商直播经济覆

盖汝州全域，倾力将汝瓷小镇打造成独

具特色的网红电商直播经济集聚区；完

善商品供应、网红主播孵化、社交电商

等产业链，打造网红主播培训基地和网

红电商直播基地；以融媒体中心直播团

队和本土网红明星为主，丰富网红经济

元素，建设微网红主播矩阵，将汝瓷小

镇打造成网红主播孵化地和网红打卡

地，引进物流配送中心，寻找增值利润

点。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赵俊璞）

汝州市打造汝瓷原产地电商直播货仓

麦田守望者 常爱英作品 汝瓷纸槌瓶 王振峰作品 时来运转 李建功作品

玄韵 王金合作品

刘建军刘建军

致力密玉致力密玉点石成金点石成金

王冠军，1957年4月出生于新密市

牛店镇宝泉村，1976年进入地方国营密

县玉雕厂并历任该厂的车间主任、技术

厂长等职，于1996年创建新密市华龙玉

器厂并任总设计师。其从业40余载，一

直致力于密玉雕刻技艺的研究、传承、实

践和创新工作，目前担任国家职业技能

鉴定考评员、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专

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协会玉石雕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和河

南省工艺美术馆副馆长、河南省工艺美

术行业协会副会长、河南省玉石文化产

业协会副会长、河南省文化史志学会副

会长，是郑州轻工业大学特聘教授、黄河

科技学院客座教授、河南电视台《华豫之

门》栏目鉴赏专家，还担任新密市宝玉石

协会党支部书记、南阳玉文化推进大使

等职务，为行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20世纪90年代，密玉产业出现原材

料濒临枯竭、从业人员大量流失、产品附

加值偏低等发展困境。为引领产业脱困，

带领手工艺人脱贫致富，王冠军走遍了新

密、登封、巩义的大山小岭，发现密玉不仅

仅是绿色玉种，更是赤、橙、黄、绿、青、黑、

紫等多色玉种。利用这一特殊潜质属性，

经过认真钻研和大量技术实践，王冠军独

创出引领产业再度振兴及普惠行业发展

的“弃脏遮绺返瑕为瑜”雕刻技艺，不仅提

高了密玉的艺术价值，而且扩大了密玉的

原石资源。用该项技艺设计制作的产品

在全国各类玉雕大赛中屡获大奖，提高了

密玉在全国玉雕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引

导4万人从事制作密玉俏色雕刻，帮助密

玉产业重获新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被誉为“密玉俏色雕刻圣

手”。

普惠百姓普惠百姓不断创新不断创新

为帮助更多的人掌握玉雕技艺，王

冠军除了收徒授艺之外，还主动吸收一

些聋哑残疾人到华龙玉器厂上班，向他

们亲授雕刻技艺，帮助他们获得工作技

能。至今，他还义务办班授课10期，公

益培养俏色玉雕技艺人才600多人，其

中多人成为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玉雕

大师，多人参加世界、国家级技能大赛并

获奖。

近年来，孜孜以求、大胆创新的王冠

军在玉雕艺术创作领域的成就更上一层

楼。据不完全统计，自2005年以来，王冠

军的作品共获得“百花奖”“天工奖”“陆子

冈杯”金奖、银奖、最佳创意奖等200余

项。其创作的密玉俏色作品《战地红花分

外香》获得全国“百花奖”金奖，被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相濡以沫》被中

国工艺美术馆永久收藏，《节节高笔筒》被

香港东方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吉祥印

章》被中国心连心活动组织委员会收藏，

水晶作品《东海龙宫借宝》被中国东海水

晶博物馆永久收藏，玉雕作品《啄》被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博物馆收藏。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献身公益献身公益

王冠军在玉雕艺术道路上创新开拓

的同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创作了系列

红色题材作品，拓宽开创了密玉的创作方

向，被誉为“红色大工匠”。其创作的《不

忘初心》《学习党章》《军歌嘹亮》《百万雄

师过大江》《潜伏》《大丰收》《少数民族学

党章》《学习强国》等密玉作品荣获多项大

奖，作品《红船》在浙江嘉兴“百名大师·百

件作品”红色主题展上展出，作为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的献礼。

作为新密市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党支部书记，王冠军努力推动行业的创新

发展，认真完成党组织确定的各项工作和

任务，被新密市委评选为“新密市优秀共

产党员”。

共产党人总能在特殊的时刻挺身而

出。郑州遭遇7·20特大暴雨，王冠军带

领家人及全体职工在救援物资到达新密

的第一时间，投入搬运队伍中。8月份的

疫情防控中，王冠军带领家人在做好自身

防护的基础上，积极参加社区的全员核酸

检测轮班值守、知识宣传和返回人员登记

等工作，展现了共产党员的时代担当。

王冠军长期将爱心融于艺术追求中，

从未忘记回馈社会。2008年5月，向汶川

地震灾区捐赠了价值3万元的玉雕作品；

2010年4月，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赠

现金6000元；2020年2月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官方平台

上义拍两件价值6000元的玉雕作品，向

当地政府捐献口罩5000只、消毒液200

公斤等疫情防控物资，被新密市委评为

“疫情防控优秀党员”。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王赵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