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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引领创新驱动人才支撑文旅融合

禹州市力促钧瓷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晋家钧窑第三代传人晋文龙

争做向新时代转型的钧瓷技术先锋

喜报

袁氏金刚猪油馍 乡村非遗

大师风采

“最初的创意稿是画在一张废弃A4

纸的背面，当时是凭感觉画的，也就4×5

厘米大小，平着看还有些变形，后来完善

设计的时候完全依靠扫描仪、电脑和软件

进行。毕竟数字化设计相对传统工艺而

言，在精细化方面有不小的提升。”每每说

起《如意海棠壶》的设计过程，晋文龙就不

得不提钧瓷制作技术中的新科技。

“设计钧瓷，首先要考虑技术上能否

实现，然后再考虑用什么成型工艺、烧成

工艺，怎么让它在烧制过程中不变形、不

流釉，尽量通过设计克服制作工艺的缺

陷。”晋文龙说，“每个造型需要反复打样，

所以我目前正在收集数据，包括平面和立

体的视觉差值、梯面变形率等，然后整理

成数字公式，保证在数字辅助设计造型的

时候更加精准。”

“手艺是陶瓷艺术的灵魂，只有泥性

和人性的共同作用，才让作品生气淋漓、

富有韵味。”著名陶艺家、西安美院杨志副

教授的这番点拨让晋文龙刻骨铭心。每

件作品他都从手工成型开始，从中挑选最

符合设计初衷的作品打样，然后进行精细

化再设计。

“钧窑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

艺术特色，可持续发展不但要发扬传统，

保持本色，更要与新时代结合，突出创新，

让钧瓷作品、产品与时代呼应、与生活交

融，做到雅俗共赏。”晋文龙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去

研究设计。在尝试钧瓷设计模块化方面，

他历经5年时间整理了包含近百个传统

造型、300余个装饰构件及功能构件的造

型数据库。如此一来，对于普通的钧瓷造

型，只要从数据库里找到对应的数字文

件，就能在半小时内完成三视图的设计，

然后再通过3D软件和3D打印机的配合

制作，便能在7个小时内完成一件母版的

打样翻模，这在以往是不敢想象的。

建立数据库、精细化设计，只是钧瓷

时代转型的一个缩影，与此对应的是生产

工艺流程和消费场景的变化。“现在制作

一把钧瓷茶具，用到的工具起码有十几

种，而在我小的时候，修坯师傅顶多有3

把用锯条磨出来的刀。我们在手工精细

度上下的功夫，可以与宋钧比肩。”晋文龙

坦言，从能源、原料，到人工、物流等，陶瓷

生产的各种成本都在上涨，只有通过不断

地精细化管理和技术革新来应对。在父

亲晋晓瞳大师的指导下，晋文龙用了3年

时间完成了十余项实用新型专利的研发。

技术变革和生产力提升不是一蹴而

就的，在时代转型的大趋势下，钧瓷生产

的主要变革和提升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改

进方面。把目光对准钧瓷手工成型的主

要工具拉坯机。为了改进拉坯机，晋文龙

将机械反复拆装，装好后不但自己试用，

还邀请好几位拉坯师傅试用，根据亲身体

验和拉坯师傅的意见，做出20余项改进，

最终成就了十余项专利的诞生。对此，晋

文龙说：“我们不是专业搞机械的，但是我

们需要更顺手的工具。钧瓷是一个小众

行业，产值规模不足以吸引高精尖设备制

造企业的关注，我们自己进行这样的研发

实属无奈之举。我们希望有更多生产企

业和技术专家参与进来，比如工具生产厂

家，再比如专业的电商团队，等等。这样

我们才能够专心作品的创新创作、釉色的

开发研发，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让大众获得

更优质的钧瓷产品。”（本报记者郭明瑞）

●张伟 鲁山花瓷制作技艺传承人，中国工

艺美术学会会员。为传承千年窑火成立鲁山花

瓷技术研究所，经过5年攻关，率先恢复失传千

年的唐代花釉瓷鲁山花瓷制作工艺，形成了独特

的传统器型和现代工艺品烧造风格。撰写《鲁山

花瓷与鲁山段店窑》等7篇著作。

●翟群 高级工艺美术师，非物质文化遗产钧

瓷烧制技艺项目传承人，首届河南省陶瓷艺术大

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禹州市十佳钧瓷工匠。

作品《中华樽》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作

品《一统壶》获中国陶瓷艺术“大地奖”金奖，作品

《盛世莲花》等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

●郭爱和 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中国陶

瓷艺术大师，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中国陶瓷

设计艺术大师，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三彩艺”釉

画创始人，从事洛阳三彩艺术30余年，作品荣获

国内外大奖百余项，为上海世博会、景德镇陶瓷

大学、洛阳市规划馆创作大型“三彩艺”作品百余

幅。出版《中国洛阳三彩》等专著。

●游晓晓 先后创办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示范传习所黄河澄泥砚传习所、河南省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创新实践基地。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澄泥砚第六代传承人，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洛阳市十大民间高手，新安县十大杰出青年。创

作的砚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重大奖项。

●刘爱叶 高级手工艺师，非物质文化遗产登

封窑陶瓷烧制技艺项目传承人，致力于登封窑陶瓷

的保护、恢复、传承工作，填补了河南的陶瓷文化的

一项空白，多个作品获得大奖。积极带徒传艺，为

登封窑发展培育了中坚力量。编著《中国登封窑》，

参与编写《中国古瓷窑大系——中国登封窑》。

晋家钧窑第三代传人，

2020年度河南省技术能手、工

艺美术师，设计的《如意海棠

壶》入选2018年度十大钧瓷作

品、参加2019年郑州第九届美

术展、获评2020年度许昌礼

物，赢得了业内外的极大认可，

可谓“一壶尽得宋钧意”。

宝丰徽汝汝窑文化展示中心位于

宝丰县产业集聚区，占地7200平方米，

包含产品展示、生产工艺展示和手工制

瓷工艺体验三个区域。产品展示区有

仿古汝瓷作品和现代工艺瓷作品500

余件，工艺体验区提供手工拉坯、雕塑、

刻花等体验项目。该中心拥有国内一

流的陶瓷艺术专家和技术人才，是集生

产、研究、开发、收藏、展览、销售、交流

于一体的汝瓷文化展示园。

该中心以推荐汝瓷精品为宗旨，向

世人展示汝瓷、宣传汝瓷，每年接待参

观者和承接研学团队近千余人次，先后

协办、承办了2018年中国陶瓷技能比

赛（河南赛区）、2019年中韩日陶瓷艺

术家创作活动、2019年河南省陶瓷技

能竞赛，多次承接国家、省、市、县组织

举办的各类汝瓷文化和产品展示活动，

并借此宣传、推介宝丰汝瓷文化，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打造宝丰这张中

国汝瓷之都的金名片、为宝丰建设“四

强县”迈入全国“一百强”、谱写新时代

宝丰高质量发展绚丽篇章作出了贡献。

(王艳红)

旨在传承、弘扬陶瓷文化，展现河南陶瓷行业风采，实现陶瓷行业高质

量发展，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2021年中原陶瓷文化产业十大领军人

物、中原陶瓷文化产业十大创新人物及中原陶瓷文化产业十佳创新企业推

选活动已经结束。经自愿报名、严格评审、入围展示，获奖人物及单位已经

产生，现予以公布（按名称拼音字母排序）。

罗山县南为山区，北为平原，从南

至北地形依次为山地、丘陵、平原，属北

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

明，雨量充沛。适宜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条件，给当地的养殖业带来了便利。辖

内朱堂乡养殖以猪、牛、羊、鸡、鸭等为

主，其中猪主要以朱堂土黑猪最为有

名，罗山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朱堂袁氏

金刚猪油馍的主要肉馅用料就是当地

的土黑猪肉。

早在20世纪初期，朱堂（时称“朱

堂店”）人袁智伍以做小吃为生，先是做

些窝窝头沿街叫卖，后来改善工艺，把

窝窝头用甜酒发酵，包上葱花姜末肉馅

用铁锅烙成焦饼，生意奇好。其后把

铁锅改为老式土缸，内放木炭，将肉馅

饼子贴在缸壁烘烤，制出的饼香甜酥

脆、肥而不腻。又经不断改进，形成了

今天的猪油馍。

袁氏老店的猪油馍主要的制作工

序为发面、包馅、按平、刷料、烤制等。

取优质面粉，采用传统老面酵头和甜酒

发酵，做成均匀面团。选新鲜、肥瘦相

间的本地土猪后臀肉和五花肉，加以新

鲜细葱、姜末一起剁碎拌匀，辅以秘制

调料做成肉馅。面团包馅后用手按平，

两面刷上富含麦芽糖的菜籽油，放入手

工打造的火炉。七八分钟后，金黄的猪

油馍便出炉了，丝丝甜味伴着咸咸的肉

香，吃起来让人口齿留香。

近年来，袁氏后人结合市场需求，

设计出了符合产品的新包装，同时拓展

网络销售模式，小小的金刚猪油馍远销

省内外各大城市，被端上千家万户的餐

桌。 （郝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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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徽汝汝窑文化展示中心

“青如天，面如玉，晨星稀蟹爪纹，

芝麻支钉釉满足。”收藏圈的这句话把

汝瓷的外貌特点全部概括。淘到上好

中意的汝瓷产品，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第一，多去古玩店。拍卖行拍卖的

汝瓷少则千万元多则上亿元，一般藏友

的财力或品鉴能力没那么深厚，古玩店

则比较接地气，在这里也有可能淘到好

东西。

第二，多跑原产地。汝瓷的收藏是

一个金字塔，很多东西都在最基层一线

古玩商的手里，他们搜集的东西逐步往

上传，越往上传，价格越高。所以，普通

收藏者花高价去大城市的古玩城，远不

如去原产地逛地摊。比如到汝瓷的原

产地宝丰、汝州，多交朋友多交流，好东

西会“说话”，你得到汝瓷的概率就会大

很多，顺便也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和烧制

技艺增加了解。

第三，入对门学习。决定要玩收

藏，就一定要融入这个行业群体尤其是

当地群体，同时找一个人品好、经验足

的前辈当老师，多上手多看，靠长年累

月的实践经验和知识积累，辩证吸收各

位藏友的经验，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

第四，晴天买藏品。白天光线好，

方便把“宝贝”拿到室外在阳光下品

鉴。若瓷器有造假，水渍或者土沁在阳

光照射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若是真

品，三五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釉层发

生的变化，也一目了然。

（华叔）

汝瓷淘宝有技巧

郭爱和郭爱和

龙壁龙壁张伟作品张伟作品

四方壶翟群作品 永远盛开的焦桐花游晓晓作品

麦饭石玉璧壶麦饭石玉璧壶刘爱叶作品刘爱叶作品

晋文龙

近年来，禹州市委、市政府围绕“阳春

白雪、国之重器”“走近百姓、融入生活”的

产业发展方向，大力实施精品战略、品牌

战略、双创战略，全力倡导钧瓷品质化、创

意化、大众化、生活化，强力推动钧瓷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钧瓷文化产业已成为

禹州市重要的文化品牌和特色产业。

突出规划引领突出规划引领
凝聚高质量发展新合力凝聚高质量发展新合力

秉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的理念，禹州市先后组织编制了《禹州市

神垕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禹州市

神垕古镇旅游区整体策划及5A级景区概

念性规划》等规划设计方案，加快推动神

垕古镇保护开发建设和古瓷窑遗址保护

利用。依托神垕钧瓷文化，以神垕老街景

区为核心，以国际陶瓷文化艺术中心、神

垕钧窑址考古遗址公园为重点，以国家级

钧瓷文化产业园、凤翅山灵泉寺文化公

园、凤阳山运动休闲公园为支撑，打造中

国最有活力、最具魅力、最为出彩的中国

钧瓷之都。

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创新驱动
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切实转变传统发展理念，禹州市着力

解决钧瓷文化产业当前碎片化、低端化、

同质化问题，在注重艺术品设计创作的同

时，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加强茶器、香器、

酒器、花器、餐具、饰品、壁画等实用产品

的开发，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性的需求。

2018年以来，禹州市新增钧瓷实用产品

100余种，销售额占整个钧瓷市场的三分

之一还多，成为钧瓷文化产业的生力军。

加强科技创新，禹州市深化与景德镇

陶瓷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许昌学院等

高校的战略合作，鼓励和引导钧瓷企业创

建国家级、省市级企业研发中心，设立博

士后工作站，提高钧瓷产业科技创新能

力。目前，禹州市共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1家、博士后科研工作分站1家、省级企

业研发中心5家、许昌市级企业研发中心

3家、禹州市级企业研发中心两家。

实施创客行动，禹州市依托钧瓷文化

创意产业园、神垕钧瓷工业文化园和槐树

湾国际裸烧陶艺村，打造“双创”示范基

地，吸引各类人才创业创新，培育壮大“神

漂”一族，打造钧瓷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

孵化器。2018年，钧瓷文化创意产业园

被评为第三届河南省重点文化产业园

区。2019年，神垕镇槐树湾村被评为河

南省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强化人才支撑强化人才支撑
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近年来，禹州市建立产教融合、校企

结合的人才模式，不断提升钧瓷行业人才

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

联合景德镇陶瓷大学成功举办了三

期禹州市钧瓷行业人才专题研修班，联合

郑州轻工业大学申请并实施了国家艺术

基金项目、禹州钧瓷双创人才培训项目

等，培养培训了一大批钧瓷行业人才。举

办国际钧瓷陶艺创作营，吸引国内外知名

陶瓷专家、大师和艺术家入驻。加大国家

级、省市级拔尖人才培育力度，培养和造

就了一批钧瓷文化产业领军人物和具有

精湛技艺的许昌工匠，构建了全链条、多

层次的人才体系。

截至目前，禹州市钧瓷行业有两人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两人被评为中原

技能大师，6人被评为许昌市拔尖人才，

11人被评为禹州市拔尖人才。

深化文旅融合深化文旅融合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以创建国家5A级景区和首批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禹州市先后完成了

神垕钧瓷文化主题公园、神垕老街、建业

神垕天地、神垕钧瓷工业文化园、肖河环

境综合治理提升等重点项目建设，不断完

善提升神垕古镇功能设施，增强古镇的知

名度和吸引力。

引入国际高端节会理念，打造钧瓷文

化旅游节知名IP品牌。第十一届禹州钧

瓷文化旅游节期间，神垕共接待游客21.1

万余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798万元；

全市共接待游客194.31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6.47亿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探索“文化+旅游+教育”融合发展，

打造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服务良好的钧

瓷文化研学游特色品牌。2018年4月，神

垕镇成为中青旅研学旅行基地。2018年

8月，中国钧瓷文化园被评为首批河南省

研学旅游示范基地。钧瓷文化旅游已成

为河南省6条研学游线路之一。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通过示范性引

领、品牌化打造，示范带动乡村振兴。如

神垕镇槐树湾村依托传统砂锅裸烧技艺

打造的槐树湾国际裸烧陶艺村，已成为陶

艺人的乐园、艺术家的创作基地，被省文

化和旅游厅评为“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

村”“河南省文化产业特色乡村”。

加快推动钧瓷产品与电子商务的融

合发展，鼓励引导孔家钧窑、大宋官窑、

宋元钧瓷坊、锦丰源钧窑等钧瓷企业打

造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销售平台。特别

是河南北方瓷区抖音电商直播基地自

2021年3月在神垕钧瓷工业文化园成立

以来，通过“主播+电商+直播+集群”的

新模式，不仅拓宽了钧瓷销售渠道，提升

了钧瓷销售水平，也有力促进了钧瓷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副馆长苏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