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

●韩琴 汝瓷专业委员

会主任，高级工艺师、中国艺

术品（陶瓷器）鉴定师，平顶

山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获

得“中华英才”称号，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河南大

学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中心研究员。

●任合超 中国传统艺

术大师，高级民间艺术师、国

家一级工艺美术师、中国收

藏家喜爱的陶瓷艺术大师、

中原陶瓷文化艺术杰出青

年，2017年 10月设计制作

的年度酒具作品“旺旺”被省

方志馆收藏。

●晋文龙首届郑州市

工艺美术大师、陶瓷装饰技

师（二级），省技术能手，自幼

跟随祖父晋佩章、父亲晋晓

瞳学习钧瓷技艺，晋家钧窑

第三代传承人。

●魏鹏举省玉石雕刻

大师、省工艺美术师、中国青

年玉雕艺术家、中国玉雕工

匠、亚洲珠宝玉雕大师，擅长

器皿件、仿古件的制作，秉承

传统并不断创新，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设计风格，设计制

作的多类作品被多位收藏家

收藏。

●陈矿辉 高级传统工

艺师，跟随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君子

学习汝瓷烧制技艺，熟练掌

握汝瓷烧制技艺，多次参加

国内陶瓷博览会展，作品屡

获大奖，得到多位汝瓷爱好

者和业内人士的好评及收

藏。

登龙尊钧瓷雪白釉末紫釉晋文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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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

新密市
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议召开

乡村非遗

大师风采

□王洪伟

陶瓷是中华文明最具体、最耀眼、最

具世界知名度的文化元素。

自新石器时代至今，以河南为中心的

中原地区名窑林立，一直占据着中国乃至

世界陶瓷工艺美学的高地。北宋时期，形

成了以“官”“汝”“钧”“哥”“定”为主的名

窑体系。开封作为北宋官瓷的原产地，于

20世纪80年代历经长达3年的恢复研

制，成功烧出可与宋代传世官瓷相媲美的

仿品，官瓷就此成为宋代五大名窑唯一通

过官方正式鉴定的瓷种。然而，迄今经过

近40年的发展，开封官瓷产业在全国陶

瓷界发展大局中日趋没落。

究其原因：一是全生产链缺失，制作

成本高。目前北宋官瓷生产企业主要分

布在禹州市神垕镇、开封市和郑州市，其

中开封市有10家，神垕镇有5家，郑州市

有2家。因为开封、郑州两地缺乏完整的

陶瓷生产链，只有部分企业具备创建基地

自行生产的能力，大多数企业是依靠神垕

窑场贴牌生产，这就使得开封官瓷制作成

本居高不下。二是价格虚高，市场狭窄。

开封官瓷的市场价高出神垕本地十倍左

右，迄今主要通过线下门店销售。由于缺

乏政府层面的管理与扶持，零星分布的门

店销售业绩普遍较差；由于价格奇高，开

封官瓷缺乏与其他陶瓷门类的市场竞争

力，难以拓展开封之外的市场空间，同时

也不利于大众化的官瓷文创产品研发，不

能满足开封市日趋旺盛的旅游业需求。

由此引发开封官瓷业发展恶性循环，大多

数官瓷企业难以为继。

开封作为北宋时期的都城，曾经吸引

全国各地的名窑汇集于此。除了“皇家使

用”属性的官窑，生产贡瓷的定窑、汝窑，

宋代八大窑系之列的越窑、耀州窑、磁州

窑和影青瓷等也都在开封宋代地层考古

中多有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河南的

省会自开封西迁至郑州，开封主政者基于

“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

一历史文献，集中财力、人力、物力单一地

恢复研烧北宋官瓷，使当代开封陶瓷业误

入产业局促、产销不畅的“单行道”，即使

国家、河南省有关部门集结全国优秀的陶

瓷学者和陶瓷工匠历尽艰辛成功复制了

宋代官瓷的工艺技术，开封陶瓷业仍难以

为继，终于一蹶不振。

作为国内知名历史文化旅游城市的

开封，2019年游客总量超1亿人次。但

是，作为“门票模式”的开封文旅业却未能

开发出包括官瓷在内的带有开封历史温

度的文创产品。

近年来，学术界和开封市文化界等多

方呼吁开封市陶瓷业尽快走出官瓷的单

行道，向着以宋代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宋瓷

“宽广道”转型调整。尤其是近年来在国

内外陶瓷界声名鹊起的河南大学中国陶

瓷研究院学术团队在宋瓷研究方面成就

卓著，更期待学以致用，为开封市陶瓷文

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提供坚强

的智力支持。

首先，建议开封市联合河南大学等高

校、科研机构搭建学术平台，支持成立宋

瓷研究院，开展宋瓷学术研究、人才培养、

成果出版、技术研发、创意设计、产业服务

等工作，广泛开展以宋瓷为主题的学术研

讨、丛书出版、艺术驻场创作、艺术展览评

比等活动，开展跨学科研究，加强宋瓷研

究及对外学术交流合作，致力打造宋瓷研

究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学术高地。

其次，建议开封市依托现有的旧厂、

文化街区改造成果，积极开展宋瓷一条

街、宋瓷文化园（或宋瓷工业园）、宋瓷小

镇建设探索实践，致力将开封市打造成中

国宋瓷之都、中国青瓷之都，实现国际陶

瓷文化艺术小镇和世界陶瓷文化艺术圣

地的愿景目标，推动宋瓷产学研政合作的

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多向度研发宋瓷文

创产业。

［作者系河南大学中国陶瓷研究院院

长。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

学重大项目“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研究

（1949-2019）”（19ZD24）、2021 年度河南

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

项目“河南陶瓷通史”（2021-JCZD-16）阶

段性成果］

从官瓷到宋瓷
开封陶瓷业亟待战略调整

1998年大学毕业后，张伟一直跟随

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梅国建学习陶瓷

文化及陶瓷烧制的原料制备。在祖辈口

授、手教及走访、学习老艺人制瓷技艺的

基础上，他对家传和收集的古瓷器、瓷片、

胎釉料、窑具进行测量、化验，对其施釉方

法、烧成温度进行反复对比验证。

为传承千年窑火，弘扬鲁山花瓷文

化，张伟投资300余万元成立了河南唐钧

陶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及鲁山花瓷技术

研究所，聘请梅国建为所长，中国陶瓷界

泰斗、山东省硅酸盐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

刘凯民为顾问，对鲁山花瓷从原料配制、

成型工艺、装饰绘画、窑炉烧造等环节进

行研究。经过5年的攻关、上千次试验，

鲁山花瓷得以成功复原。

2011年12月18日，在北京故宫博物

院召开的专家鉴定会上，专家组给予唐代

花釉瓷（鲁山花瓷）复原技术研究高度评

价——“该项目恢复了失传千年的鲁山花

瓷制作技艺，继承了优秀的中华陶瓷文

化，填补了我国陶瓷研究领域的一项空

白”。该项目不仅获得当年河南省科学进

步奖，更在2015年入选河南省第四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作为唯一掌握该项技术的企业，河南

唐钧陶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复原生产的

多个仿制和现代创新品种都已形成规模

化生产，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社会

提供了多个就业岗位。

鲁山花瓷选用当地优质瓷土做胎，天

然原矿配釉，斑釉配方技术复杂。为找到

最合适的瓷土原料，张伟常年深入鲁山窑

址进行考察，为得到上等矿料，经常徒步

进入山区寻找。经过数年挖掘整理，张伟

将鲁山花瓷烧制技艺利用文字、声像、图

片形式进行存档，为鲁山花瓷技艺重焕光

彩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查阅古文献的基础上，张伟对收集

的花瓷标本、窑具、釉料进行分析，多次带

徒弟实地考察段店古窑址，走访当地手工

艺人和老人，撰写了《鲁山花瓷与鲁山段店

窑》等文章，系统介绍了鲁山花瓷的前世今

生，参与编辑并出版了《中国钧瓷釉色分类

图典》和《段店窑鲁山花瓷》等书籍，为陶瓷

研究者、收藏者提供了专业参考。

为使鲁山花瓷得到更好的发展，在继

承传统工艺制作的基础上，张伟积极创新

研发养生釉、窑变釉及新的艺术釉系列产

品，让传统的鲁山花瓷走进充满现代气息

的民众生活中。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王磊）

鲁山花瓷复原研发推动者 张伟

张伟，河南唐钧陶瓷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河南陶瓷玻璃行业协
会会员，河南文化产业协
会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
会会员，河南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唐代花釉瓷
（鲁山花瓷）制作技艺传承
人，长期从事陶瓷研究，致
力于传承千年窑火，弘扬
段店窑悠久的历史文化，
促进我国古陶瓷学科的发
展与交流。

中国大唐钧瓷文化苑位于郏县安

良镇陶瓷工业园区，属国家级3A景区，

以任氏瓷业天泰号唐钧大师文化创意

园为依托，占地2万余平方米，由任坚钧

瓷艺术博物馆、钧瓷传统工艺馆、窑炉

博物馆、唐钧博物馆组成，各馆自成风

景，各有妙趣。景区建筑错落有致，花

木扶疏，曲径通幽。

任坚钧瓷艺术博物馆位于整个景

区的前部两侧，馆内面积200余平方米，

展示的有任坚铜像、任坚手稿以及由他

的科研成果衍生出来的种类众多的钧

瓷艺术作品。馆内收藏的众多陶瓷名

家和文艺界名流的书画作品，多角度、

多层次、真实立体地记述了任坚沉醉陶

瓷的艺术人生。

作为专题展馆，钧瓷窑炉博物馆展

示了唐代窑炉、宋代窑炉、元明时期窑

炉、清代炭窑和煤窑，当代直焰窑炉和

倒焰窑炉共7座我国钧瓷历史上产生过

重大影响的窑炉，每座窑炉都是按古窑

炉1∶1仿建复原，且均可进行烧制生

产。每座窑炉旁配有详细的解说文字，

便于游客直观地了解钧瓷窑炉文化的

科学工艺和历史价值。

根据需要，钧瓷传统工艺馆会定

时进行拉坯、雕塑、施釉、装窑、烧火

等工序的表演，游客可以目睹钧瓷从

泥土到艺术品的蝶变过程，也可以参

与其中，感受钧瓷制作工艺的神奇魅

力。

唐钧博物馆则是利用实物、图片、文

字等形式，全方位地展现唐钧的历史沿

革、艺术特点以及最新的科研成果，构建

了一道亮丽独特的唐钧艺术文化景观。

（王晓鸽）

中国大唐钧瓷文化苑

为集中展示钧瓷界2021年度发展

成就，禹州市钧瓷文化旅游试验区管理

办公室决定开展钧瓷界十大新闻暨最

具影响力钧瓷作品评选活动，征集日期

截至2022年1月15日。

此次参评对象为2021年在国内外

主流媒体进行过报道，反映钧瓷文化产

业传承与创新、对外交流与合作，具有

社会关注度、深得社会各界好评，对宣

传弘扬钧瓷文化、提升禹州美誉度起到

积极促进作用的新闻事件及作品。

本次评选活动将采取专家评审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法，获奖新闻和作

品将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向社会公

布，接受社会监督。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许乐）

行业动态

12月10日，新密市珠宝玉石首饰行

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河南

密玉文化艺术博览园举行。该协会会长

刘二振、党支部书记王冠军、秘书长李书

锋、常务副会长田学峰以及常务理事、理

事、监事等6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协会

顾问委员会主任高永森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协会第二届会员代

表大会暨理事会机构设置方案、若干工作

制度、分支机构管理办法，通过了协会理

事会、监事会负责人调整增补方案等。

新密市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成

立旨在继承弘扬中华珠宝玉石首饰文

化优秀传统，在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和政

府间架起桥梁，发挥服务功能和自律作

用，协助政府贯彻珠宝玉石首饰行业的

政策和法规，推动科技进步与科学管

理，实现珠宝玉石首饰行业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其会员主要是新密市玉雕、石

雕、钻石、珠宝、银饰业界的专家、学者、

大师、技术人员及企业家。

（本报记者郭明瑞）

中原陶瓷文化产业
十大领军人物、十佳企业即将展示

为传承、弘扬中原陶瓷文化，展现

陶瓷行业风采，实现陶瓷行业高质量

发展，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举办的中

原陶瓷文化产业十大领军人物、十佳

企业推选活动的评审工作已经结束，

将于12月23日进行入围人物和企业

报纸宣传展示阶段，接受社会评价监

督。 （本报记者郭明瑞）

钧瓷奖盘《奥运冠军盘》
正式转送奥运组委会

近日，由清华大学教授肖红设计，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任星航监制，中国传

统艺术大师任合超烧制的钧瓷作品《奥

运冠军盘》正式转送给奥运文化嘉年华

组委会，用于奖励我国在冬奥会上获得

冠军的运动员。

《奥运冠军盘》为圆形，尺寸32厘

米，象征着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部中间位置为素胎，为避免釉色流入，

圆形边缘有凸起。据任合超介绍，2019

年夏天，肖红教授设计了这个奖牌，并

交由他们制作生产。因事关重大，加上

是第一次用盘子的形状进行生产，他们

多次研讨，修改制作工艺和程序，最终

决定采取等静压成型技术，结合注浆技

术制作奖盘，使其具有强度大、密度高、

不易开裂、不易破碎、图案更清、尺寸更

准、标准统一等特点。

“为我国体育发展做贡献，是我们

钧瓷人的责任，今后还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我国的体育事业，弘扬伟大的奥林匹

克精神。”任合超说。（本报记者郭明瑞）

钧瓷界十大新闻
暨最具影响力钧瓷作品评选活动开始

鲁山大槽油采用传统人工楔式压榨

法，经炒籽、石碾碾压、馏锅蒸制、抡锤加

楔压榨、沉淀沥油等十几道工序，每道工

序都融入了鲁山人民长期积累的丰富经

验和匠心技艺。

将芝麻倒进大铁锅，锅台上方用索

吊一块木板或铁板作锅铲用，炒籽人在

灶前操作。

炒熟的芝麻冷却后，均匀地散置在

碾槽内碾压三至四遍，直至成芝麻末（浆

泥）后收起待用。芝麻碾压得越细碎出

油率越高。

在灶锅里置放笼箅，笼箅上铺馏单，

把芝麻铺放后上气十分钟便可出锅。把

蒸好的芝麻末用麻绳包成直径55厘米

的饼，一锅一片，八片为一垛。

把一垛饼用麻绳捆紧后置油槽固定

好，放入行挺、座挺，插入油尖。挥动十

几斤重的大锤，朝着镶有钢箍的楔子击

打，边击打边更换楔子。

古老的油锤和木楔油光锃亮，随着

一阵阵“先打头，后打油，着急忙慌打棉

油，哼哼嗨嗨打菜油”的号子声，香油就

从麻绳的缝中渗出来，形成淙淙油流，顺

着凹槽流向油缸，整个油坊笼罩在一片

浓浓的香气中。

鲁山大槽油色如琥珀，浓香醇厚，可

用于调味、煎炸。目前，以省级传承人刘

新建为引领的当地大槽油企业先后与北

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江南大学食品

学院等科研教育机构达成了合作意向，

为传统技艺注入了科研动力。（郝晓静）

鲁山大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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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