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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田秀忠

本报讯 6月 13日，记者
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
悉，省广播电视局、省乡村振
兴局近日公布了第一批全省
乡村振兴直播产业基地名
单，共 30家单位入选，市文
广旅局推荐的舞钢市融媒体
中心、叶县融媒体中心、郏县
融媒体中心榜上有名。

舞钢市融媒体中心自
2018年 12月挂牌成立以来，
依托“两台一报一网、两微一
端多平台”等资源优势，创新

“融媒+”多元模式，做大做

强“短视频”制作和直播产
业，使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为
党委、政府推动乡村振兴和
基层治理的主阵地。

2019 年 1 月，叶县融媒
体中心挂牌成立，融合十大
宣传平台，从内容、用户、技
术、终端四个维度上实现“打
通”“共享”“融创”，打造出多
屏互动、多媒融合、同频共
振、一呼百应的县级综合媒
体矩阵。该中心采用无人
机、H5等先进技术，先后高
规格开展了一系列直播活
动，取得了经济、社会效益双
丰收，竖起了叶县融媒的“金

字招牌”。
近年来，郏县融媒体中

心成立了“郏县消费助农融
美生活馆”，销售特色农副产
品，举办了“县长直播带货”

“山货大集助脱贫 乡村春晚
感党恩”“农民丰收节”等一
系列直播活动，将郏县中
原红饮料、秦新民瓜子、李
氏金镶玉、华邦炊具、绿禾
富硒农产品、黄班长豆腐
菜等名优产品进行“硬核”
推荐，有效带动、推广了郏
县特色农副产品、乡村旅
游，大大提高了郏县的知
名度。

全省首批乡村振兴直播产业基地名单公布

我市3家单位入选

□记者 田秀忠 文/图

本报讯 近日，鲁山花瓷和
钧瓷相融合的新釉种“鲁钧
釉”瓷器在我市研烧成功。研
制出“鲁钧釉”的平顶山学院
终身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鲁山花瓷）省级传承人
梅国建介绍说，该釉种改变
了千年不变的传统技艺，实
现了鲁山花瓷的创新，同时
证实了鲁山花瓷与钧瓷的传
承关系。

新品种：

历经两年烧制鲁山
花瓷“鲁钧釉”瓷器

6月 17日，在平顶山学院
陶瓷学院教授工作室，记者注
意到展架上摆放着几件刚刚
出窑的“鲁钧釉”瓷器“飞碟”、
盘子等。这些瓷器外壁呈黑
色，在黑底色的釉上散布着白
中发蓝的点、条、块状斑点，自
由活泼、简约典雅，像鲁山花
瓷，可内壁却呈深红色，质地
莹润、自然光亮，有些器物内
壁红中带紫、紫中泛黄，具有
钧瓷窑变的特征。

据悉，鲁山花瓷是唐代瓷
器中的一个创新品种，古玩界
称为“唐钧”。它因唐代鲁山
所产的黑地、乳白、蓝斑一器
三色的花釉瓷器而得名。

鲁山花瓷采用传统烧制
工艺，是用氧化气氛烧成的，
色彩比较单一。作为非遗省
级传承人，烧制出一批堪与故
宫博物院旧藏媲美的现代花
瓷、被誉为“当代鲁山花瓷第
一人”的梅国建在对唐代鲁
山花瓷标本进行深入研究后
发现，有些标本的断面呈香
灰色或深灰色，这属明显的
还原气氛特征。而钧瓷正是
使用还原气氛，才使釉料烧
制 后 出 现 了 五 彩 斑 斓 的 变

化。
这一发现让梅国建产生

了将鲁山花瓷和钧瓷相结合
的想法。在汉代漆器的启发
下，经过对比研究和两年的试
验，梅国建终于在还原气氛下
烧出了鲁山花瓷新品种——

“鲁钧釉”瓷器。
梅国建说，“鲁钧釉”瓷器

的胎料采用传统的香灰和浅
灰料以及灰白和中白、白胎料，
这样会让胎料和釉结合后釉面
质感更细腻、色彩更明快。

为了让器物更具现代色
彩，梅国建在器型的设计上借
鉴了汉漆器、宋油盒（妆盒）、
竹编、针线筐和青铜器等中
国古代器物的形状和色泽，
同 时 创 立 了 两 层 三 层 手 拉
坯、一次成型无缝对接的中
空器型，如“泉水”系列、“飞

碟”系列等。
在施釉环节，“鲁钧釉”是

在传统钧瓷釉配方基础上加
以改进的，和鲁山花瓷釉同时
使用，可以在同一烧制温度和
气氛下烧制，进而达到独特的
质感和色泽。传统的鲁山花
瓷釉分为底釉和斑釉，前者是
黑色的，后者是白蓝色的。而

“鲁钧釉”改变传统的单一片
状和绳状，采用大小不等的圆
点、柳叶和线状，使得器物看
起来简洁活泼，有“画龙点睛”
之效。

新发现：

改变鲁山花瓷
千年一面的釉色

“釉的配比发生了改变，
烧制气氛转换时间发生了变

化，胎体由浅灰色变为灰白胎
和白胎，这三种改变最终导致
了鲁山花瓷‘鲁钧釉’瓷器的
出现。而‘鲁钧釉’瓷器的出
现，也改变了鲁山花瓷千年一
面的釉色。”梅国建告诉记者，
从唐代到现在，不论是出土的
鲁山花瓷标本，还是现代的鲁
山花瓷仿制品，没有发现过这
种釉色。

据悉，鲁山花瓷在历史上
都是在“窑炉内通风、氧化充
分”的氧化气氛下烧成的，而钧
瓷则是在“窑炉内关键阶段呈
密闭不通风的缺氧状态”的还
原气氛下烧成的。此次“鲁钧
釉”瓷器的烧制成功，完美解决
了在同一器物、同一窑炉、同一
气氛下烧成两种不同质地和色
泽的瓷釉这一历史难题。

最终烧制时，梅国建参考

了传统鲁山花瓷、钧瓷烧制技
艺，通过改进升温排湿、气氛
转换以及升降温曲线和闭、开
窑门时间的调节控制，使成品
达到理想状态，最终产生了鲁
山花瓷新品种。

有关专家认为，新烧制成
的“鲁钧釉”瓷器在形态上继
承了唐、宋的简约、大气和开
放，新品钧釉质感厚润、窑变
色彩纯正丰富，整个器物以鲁
山花瓷釉为主题，钧釉占整
个 器 物 釉 面 积 的 比 例 小 于
50%。

梅国建表示，鲁山花瓷与
钧瓷有无关系一直是学术界
争论不休的话题。“鲁钧釉”
瓷器的出现，为鲁山花瓷和
钧瓷的传承关系提供了有力
佐证。

新空间：

助推我市
文旅康养城建设

“毫无疑问，鲁山花瓷新
品种——‘鲁钧釉’瓷器的研
烧成功，开辟了鲁山花瓷发展
的新空间。”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钧瓷界的顶尖级专家杨志
说。

梅国建认为，“鲁钧釉”瓷
器的出现拓宽了鲁山花瓷的
市场，适应了现代人对艺术品
的需求，对其他品种瓷器也有
所启发，对我市文旅康养城建
设将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

梅国建说，我市拥有清凉
寺汝官窑窑址、张公巷青瓷窑
址和段店鲁山花瓷窑址，这说
明平顶山是中原地区唐、宋、
元时期的制瓷中心。一个省
辖市同时拥有三个国宝级瓷
器窑址，在全国都不多见。在
我市文旅康养城建设中，应当
发动文艺工作者挖掘平顶山
文化内涵，讲好平顶山陶瓷故
事，促进我市旅游业的发展。

鲁山花瓷新品种诞生啦

“鲁钧釉”瓷器在我市研烧成功

梅国建向记者展示“鲁钧釉”瓷器

郑渝高铁 6 月 20 日正式
开通。为庆祝郑渝高铁的开
通，河南省中国国旅平顶山分
社联合神农架景区独家推出

“旅游+康养”新产品——神
农架纯康养旅居八天七晚游，
发团日期：7月2日，原价2780
元，现政府补贴，仅售1980元。

康养旅游产品最近在国
内旅游市场热销，康养旅游正
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风。康
养是指以“健康”为养老产品
开发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以健
康产业为核心，将健康、养生、
养老、休闲、旅游等多元化功
能融为一体的特色产业。在
神农架，就有得天独厚的康养
环境，此次河南省中国国旅平
顶山分社为鹰城市民特别推
出神农架纯康养旅居活动。

本次活动全程为八天，在

家门口上车，往返均为高铁，
两个小时即达神农架，省去了
舟车劳顿。全程入住四星级
标准酒店（挂牌四星），在酒店
连住六晚不换，酒店位于景区
门口，神农架景区天气凉爽。
全程提供导游服务、无购物，
四天休闲康养，三天景区内游
览。行程包含神农架自然保
护区、天生桥、神农坛、昭君
村、官门山，热门景区一网打
尽，不留遗憾，价格直降为
1980元，7月2日发团。

中国国旅平顶山分社（原
地址金沙湾七楼）搬迁至新地
址：中兴路双丰百货（原中心
商城）大门南侧一楼，欢迎新
老客户来新门店咨询。咨询
电 话 ：2155555、2222001、
13837515100。

（田秀忠）

康养旅游：中老年人的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