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春生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国家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导师，国家市场监管重点

实验室（陶瓷领域）副主任，河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非遗项目钧瓷

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创立当代钧瓷制作工艺和技能

方法，创制钧瓷液化气窑炉，参与培养

省工艺美术大师和技术人员300多人

次。多次在爱心助学、脱贫攻坚、疫情

防控、抗洪抢险中捐款捐物。同时入

围中原陶瓷文化产业社会责任优秀名匠。

中原陶瓷文化产业社会责任推选活动
入围人物企业（单位）展示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直面疫情影响，全省陶瓷行业积极应对挑战，在复工复产、传承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展现了河南陶瓷行业的社会责任与
担当。为彰显河南陶瓷文化魅力，推动陶瓷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河南日报社特举办中原陶瓷文化社会责任高峰论坛暨中原陶瓷文化产业社会责任人物企业（单位）推选
活动。经组委会严格评审，现将入围社会责任突出贡献大师、社会责任明星企业（单位）、社会责任优秀名匠予以展示（排名不分先后），期望获得社会各界关注与支持。

花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将

失传干年的传统矿石釉二液分相釉技

术运用到炉火纯青，获中国陶瓷历史

名窑（段店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是

段店窑最早的天然矿石养生瓷研发

者，研发的羯鼓系列产品获 25 项专

利。作品《玄宗醉酒》获评第十一届中

国官窑瓷器烧制技艺大赛一等奖，《花

瓷羯鼓椌》获评第十一届中国陶瓷产

品设计大赛金奖，《美术瓷—花瓷羯

鼓》荣获2021“百花杯”评审活动金奖。

张东晓

柴战柱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中国轻

工大国工匠，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国家

级非遗项目当阳峪绞胎瓷代表性传承

人。带动修武县当阳峪村成为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作品被40余家博物馆

收藏，其中《中华龙》《硕果》《硕果累

累》入选九年义务教育美术教材，《花

开富贵》《和谐平安》等入编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大典。先后获得10个国家发

明专利、113个外观设计专利、21个实

用新型专利。

苗长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

大师，非遗项目钧瓷烧制技艺国家级传

承人。创办的苗长强工作室被授予中国

陶瓷界唯一国家级非遗保护研究基地。

作品《世纪雄风大花瓶》永久珍藏于昆

明世博园中国馆，《北京奥运·长城鼎》

当选第 29届北京奥运会国礼，《双龙

瓶》被评为首批中华民族艺术珍品，

《凤火瓶》《东方红鼎》《海宝》等被定为

2010上海世博会高端国礼。同时入围

中原陶瓷文化产业社会责任优秀名匠。

袁留福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河南省工艺

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行业“十三五”科

技创新先进个人，鲁山花瓷制作技艺

传承人。从 1995 年开始收藏花瓷碎

片进行分析研究，系统学习拉坯、釉料

配制、烧制成型等技术，恢复鲁山花瓷

烧制技艺。先后获得100余项文化博

览会大奖，获专利21项。被平顶山市

爱心之家志愿助学协会授予“爱心捐

赠者”称号，组织发起两届“鲁山花瓷

杯”文化产业优秀科技成果展。

王群成

国家级工艺美术（陶瓷）师，高级

技师，中原陶瓷行业领军人物，中原陶

瓷文化产业十大影响力人物，鲁山花

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12年创

立鲁山花瓷传承基地，恢复了濒临失

传的鲁山花瓷制作技艺。获得专利23

项，先后培养徒弟12人。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帮扶属地21户贫困户实现脱

贫，为当地村民抗疫捐款，为仓颉文化

活动捐献瓷器500件。同时入围中原

陶瓷文化产业社会责任优秀名匠。

刘志钧

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正高级

工艺美术师，高级技师，中原大工匠，

中华茶器制作大师，被授予中原陶瓷

文化杰出青年、河南省十大师带徒标

兵、郑州市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河南

省劳动模范、郑州市劳动模范等称

号。创办的工作室被评为河南省劳模

工匠创新工作室，作品荣获国际和国

内大奖100余项，其中国际奖两项、国

家级奖36项。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颁发的“国际陶艺年会优秀奖”。

许海君

河南省杰出陶瓷艺术家，河南工

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设计艺术大

师，高级工艺美术师，著名国礼艺术

家，非遗项目钧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多次被省慈善总会、省残联授

予爱心大师、爱心艺术家和首席艺术

教育顾问。设计烧制的《华龙宝鼎》被

定为首届世界传统武术大会纪念品，

多个作品入编《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

品集》《中国陶瓷大师作品集》《首届中

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作品集》等。

刘新安

中华文化高级传统工艺大师，省

民间工艺美术大师，仰韶文化（彩陶文

化）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带领企

业获得“豫创天下”创业创新大赛二等

奖、农民工返乡创业大赛一等奖。探

索出一整套仰韶先民制陶手法，使千

年制陶情景再现，同时培养彩陶制作

技艺型人才500余人。与高校开展产

学研合作，设计研发出各类文创产品

35个系列320个种类。历时两年建成

仰韶彩陶博物馆并免费向公众开放。

张伟

鲁山花瓷制作技艺传承人，对失传

已久的鲁山花瓷制作进行技术攻关，成

功复原出鲁山花瓷。撰写的《鲁山花瓷

与鲁山段店窑》系统阐释了鲁山花瓷的

前世今生，参与编辑并出版的《中国钧

瓷釉色分类图典》《段店窑鲁山花瓷》对

中国陶瓷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继承

传统釉色基础上创新研发生产的新釉

色鲁山花瓷茶具系列产品受到各界关

注和推崇。同时入围中原陶瓷文化产

业社会责任优秀名匠。

孙军

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一级技师，

中国传统工艺大师，连续3年获得中国

文化产业百位年度人物，河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河南省民间文物最高奖

金鼎奖获得者。研究再现的五代后周

御窑郑州窑青瓷烧制技艺填补了我国

陶瓷艺术的一项空白，承担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中国历史古村编写项目。

作品《天衣》《大鹅颈瓶》被中国国家博

物馆收藏，所著《河南一斗水》由国家

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朱芳魁

高级工艺技师，河南省工艺美术

大师，开封市官瓷制作非遗传承人，开

封市瓷塑非遗传承人，开封市行业工

匠。擅长北宋官窑传统器型制作，对

手工拉坯、制釉、瓷塑、烧制等技艺掌

握全面，尤其在配釉、制作、烧制方面

工艺独到，并融入开封菊花文化特色，

突破性地烧制出菊花官瓷这一新的美

术瓷种。作品具有极高的鉴赏收藏价

值，多次在全国展览会上获得大奖，被

多家博物馆收藏。

禹州市神后镇孔家钧窑有限公司

国家重点文化传承企业，获批第

五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河南省

文物局文物复仿制品研究开发基地，

河南省首批认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河南省十佳民营文化企业。被河南省

科技厅批准设立河南省钧瓷烧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连续为十六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设计制作国礼。为禹州市神

垕镇中学捐赠 200 多万元建设教学

楼，为神垕镇罗王村、鸠山镇南寨村贫

困户捐款捐物、提供公益岗位，两次向

禹州市慈善总会捐款助力新冠疫情防

控，为2021年抗洪抢险捐赠资金。

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

恢复、传承和发展了失传近千年的

当阳峪绞胎瓷烧制技艺，生产的绞胎艺

术瓷填补了我国陶瓷行业的空白。在

传统基本纹饰、羽毛纹、菊花纹等基础

上创新了星星纹、树叶纹等近百种纹饰

技法，并开发出绞胎瓷板画、绞胎镂雕

瓷等8大类近千个造型的产品，主持的

特大体积绞胎瓷生产技术研发突破了

绞胎无大件的历史。创新制作了进入

百姓家庭的绞胎瓷茶具、酒具、餐具等

生活用瓷，应用研发的3D打印绞胎瓷

技术革新了绞胎瓷手工制作的定律，设

计的文创产品成各大景区亮点。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陶瓷专业是该学院的王牌专业、

特色专业。聘请大师胡忠成、范随州

等人作为客座教授，定期为学生授课，

专业任课教师普遍学历高、水平高，多

名教师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且屡获

专业大奖。建设有高标准实训室、陶

瓷博物馆、陶瓷展厅，邀请专业人士参

与陶瓷专业规划、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教材开发、师资培训、质量评价等各个

过程。每年举办行业人士与陶瓷专业

学生同台竞技的陶瓷比赛。与汝瓷小

镇内多家企业合作，与地方汝瓷企业

紧密结合，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

苗家钧窑有限公司

成立于1985年，致力于研发和烧

制高品级钧瓷。除研制和生产仿古钧

瓷外，还引进炻瓷生产线，生产出口日

本及北美的花盆及高档日用炻瓷产

品。生产占地 18亩，年产量达 100多

万件。以传统钧瓷为主，与天津美院、

清华大学美院、韩美林大师合作生产

高档抽象钧瓷艺术品。作品《出戟尊》

《荷口盘》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千秋辉

煌》《双龙瓶》珍藏于北京大学百年校

庆图书馆。当家人苗家父子（苗锡锦、

苗长强）精心打造的《和平友谊鼎》目

前陈列于八达岭长城。

鲁山县段店花瓷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集鲁山花瓷产品研发、器形设计、

制坯成型、釉料配制、窑炉烧成、宣传

销售于一体，现有鲁山花瓷传承人 3

人，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1人。设计生

产的作品参加国际、国内文化博览会，

累计获得金银奖113项，先后被法国文

化艺术中心等文化馆永久收藏 40余

件，获得国家专利21项，其中发明专利

1项。被河南省美术馆授予鲁山创研

基地，连续3年被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

会授予“安全生产示范单位”，创立的

“留福花瓷”品牌被评为中国陶瓷行业

十大品牌和平顶山市老字号。

河南尧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鲁山花瓷研究、传承、弘

扬、开发、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企

业，下辖鲁山花瓷传承基地、鲁山县非

遗博物馆、鲁山县非遗开发及销售中

心、鲁山县陶瓷艺术培训及文旅创客中

心等。本着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

脉、弘扬华夏文明的宗旨，致力于一代

名瓷的复原和创新。主要产品有传统

摆件、创意观赏摆件、雕镂系列、能量瓷

茶具餐具酒具、文房用具和旅游产品6

大系列，被评为“十佳中原贡品”，深受

国内外商贾和藏家青睐。“尧神古窑”被

命名为中原名窑、唐朝贡窑。

河南唐钧陶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是一家根植于鲁山段店窑的陶瓷企

业，下设河南唐钧鲁山花瓷技术研究所，

由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梅国建任

所长，恢复了鲁山段店千年烧制技艺，将

唐钧的厚润美满、古朴雅致与现代艺术

的飘逸灵动完美糅合，制作出一批具有

高度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的作品。通过

资源整合，形成了鲁山花瓷系列、高端现

代钧瓷系列、现代鲁山花瓷新工艺系列

产品。现为鲁山花瓷（唐代钧瓷）传统艺

术陶瓷的唯一代表企业，正在兴建的鲁

山花瓷文化产业园区将再现鲁山花瓷

（唐代钧瓷）精湛的制瓷工艺。

河南省钰丰苑茶业有限公司

公司以国粹陶瓷、茶叶为事业发展

根基，宜兴紫砂壶、云南普洱茶为核心

产业，辐射精瓷茶具、紫砂雕塑、工艺陶

瓷等各类茶艺器皿和相关产品的开发

与交流。拥有的“钰丰苑”注册商标被

评为河南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

筹创了河南省收藏家协会紫砂茶艺专

业委员会，出版《紫砂茗壶》，成功筹办

信阳茶叶节茶具展。被授予全国轻工

行业先进集体，被认定为郑州市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公司不断开发高端茶具、

茶叶、茶品，使之切实具备藏、玩皆宜双

重属性。

河南省光大瓷业有限公司

是集生产、经营于一体的股份制

企业，目前中国最大的日用陶瓷生产

基地之一。固定资产5000万元，厂区

占地面积120亩，年生产能力2000多

万件，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生产各种

色釉和手绘画面的炻瓷配套餐具，有中

西餐具、茶具、咖啡具、碗、盘、杯、碟等

150多个品种和花色。产品质地坚硬、

吸水率低、热稳定性好，釉面光滑，无

铅、无镉、耐酸碱。公司连续多年被禹

州市政府评为十优工业企业、纳税先进

企业、突出贡献企业、精准扶贫爱心帮

扶企业、扶贫先进企业。

河南仰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下设仰韶彩陶仿古研究所、黄河

澄泥砚研究所和仰韶文化暨国学教育

交流中心，注册有“原始部落彩陶坊”

“韶韵轩”“仰韶陶艺”三个商标。主要

从事彩陶产品复制、文创产品研发、学

术交流及彩陶展览展示、仰韶文化研

学服务等。公司产品达 300余种，已

获专利60余项。是中国大学生就业促

进工程项目培训师单位，河南省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河南省文物复仿制基

地，河南省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

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等奖等10余项

国家和省、市级奖项。

太行柴瓷坊

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太行柴瓷传承

人阮文创立，于2017年烧制出辉县古

窑群系列产品，成功注册了“太行柴

瓷”商标。多次举办辉县窑太行柴瓷

文化研讨和爱心活动，多次参加河南

省中原博览会并获大奖。2022年 12

月 30日，太行柴瓷坊获得新乡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首批非遗工坊资格认

定。太行柴瓷古朴、归真、原始，如银

似雪，被认定为辉县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产品，充分体现了上古瓷都辉

县窑的古韵遗风，弥补了辉县瓷器制

造业断代的遗憾。

天宝钧瓷文化园

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旅游示范

企业，传统文化基地，四川美院创研基

地，许昌市文化旅游重点企业，许昌市

中小学研学游基地。园区内天然地形

奇特，植物种类繁多，一步一景，好似精

致的天然氧吧。主体建筑天宝阁风格

古朴典雅，灵动的水系设计让人有回归

山水之感。陈列的钧瓷珍品琳琅满目，

让人叹为观止。钧瓷生产工艺展示让

游客惊叹造化弄物的神奇绝妙，拉坯体

验让游客获得亲近泥料的原始美感，古

老而传统的开窑仪式让人梦回宋朝，感

受钧瓷的高贵典雅和文化洗礼。

2023年1月13日 星期五
责编 / 丁先翠 版式 / 李英 校对 / 黎川红

电话 / 0371-65795727 E－mail / ncbsw@126.com 特别报道 3农村版

（社会责任优秀名匠展示见第四版）

中原陶瓷文化产业·社会责任明星企业社会责任明星企业((单位单位))

中原陶瓷文化产业·社会责任突出贡献大师社会责任突出贡献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