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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府〔2020〕111号 

 

 

 

市政府关于授予尤志光等人 
第三届苏州市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的决定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管委

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为落实《苏州市贯彻〈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实施意见》

（苏府〔2018〕28号），宣传和表彰为苏州传统工艺美术事业做

出突出贡献的高级工艺人才，培育我市工艺美术国家、省、市三

级大师人才梯队，促进传统工艺美术行业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根

据《苏州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认定办法》，本着“公开、公正、

公平”的原则，经个人申报、各地初审、作品展示、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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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示、评审委员会审核，市政府决定授予尤志光等 102人第

三届“苏州市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名单见附件）。 

希望获得荣誉称号的工艺美术人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不

断提高技艺水平和创新能力，加强传统技艺的传承，为我市传统

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附件：第三届“苏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名单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20年 12月 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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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届“苏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名单 
 

序号 姓名 地区 项目 类别 

1 尤志光 相城区 玉雕 工艺雕塑 

2 陈华 高新区 玉雕 工艺雕塑 

3 杨斌 高新区 玉雕 工艺雕塑 

4 钱建良 吴中区 玉雕 工艺雕塑 

5 茹月峰 吴中区 玉雕 工艺雕塑 

6 朱阿多 吴中区 玉雕 工艺雕塑 

7 李俊杰 工业园区 玉雕 工艺雕塑 

8 王一卜 姑苏区 玉雕 工艺雕塑 

9 张备 姑苏区 玉雕 工艺雕塑 

10 夏翔 姑苏区 玉雕 工艺雕塑 

11 严建明 姑苏区 玉雕 工艺雕塑 

12 钱建锋 姑苏区 玉雕 工艺雕塑 

13 卢伟 姑苏区 玉雕 工艺雕塑 

14 朱永兴 姑苏区 玉雕 工艺雕塑 

15 徐凯 姑苏区 玉雕 工艺雕塑 

16 许永刚 姑苏区 玉雕 工艺雕塑 

17 霍永龙 吴中区 水晶雕刻 工艺雕塑 

18 钟斌 吴中区 木雕 工艺雕塑 

19 王春华 吴中区 木雕 工艺雕塑 

20 董荣菊 吴中区 木雕 工艺雕塑 

21 李九生 吴中区 木雕 工艺雕塑 

22 钱如祥 常熟市 木雕 工艺雕塑 

23 顾连元 常熟市 木雕 工艺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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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地区 项目 类别 

24 盛祖保 常熟市 木雕 工艺雕塑 

25 金振华 姑苏区 木雕 工艺雕塑 

26 陆加忠 太仓市 木雕 工艺雕塑 

27 宋梅英 吴中区 核雕 工艺雕塑 

28 须壬秋 吴中区 核雕 工艺雕塑 

29 顾静丽 吴中区 核雕 工艺雕塑 

30 钟静峰 吴中区 核雕 工艺雕塑 

31 钟耀源 吴中区 核雕 工艺雕塑 

32 谢才元 吴中区 核雕 工艺雕塑 

33 胡小兰 吴中区 核雕 工艺雕塑 

34 钟勤峰 吴中区 核雕 工艺雕塑 

35 刘敏霞 吴中区 核雕 工艺雕塑 

36 李晓春 吴中区 核雕 工艺雕塑 

37 周福弟 吴中区 石雕 工艺雕塑 

38 吴建明 高新区 碑刻 工艺雕塑 

39 徐庆全 昆山市 竹刻 工艺雕塑 

40 蔡霞明 吴中区 缂丝 刺绣染织 

41 华惠英 吴中区 缂丝 刺绣染织 

42 陈晓君 姑苏区 缂丝 刺绣染织 

43 陈文 姑苏区 缂丝 刺绣染织 

44 朱文辉 吴中区 刺绣 刺绣染织 

45 李鸣苏 吴中区 刺绣 刺绣染织 

46 陆彩凤 吴中区 刺绣 刺绣染织 

47 府向红 吴中区 刺绣 刺绣染织 

48 钱丽萍 姑苏区 刺绣 刺绣染织 

49 郁晓莹 姑苏区 刺绣 刺绣染织 

50 姚勤芳 工业园区 刺绣 刺绣染织 

51 朱利群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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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地区 项目 类别 

52 张建英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53 徐红叶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54 姚美芳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55 徐文瑛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56 陈华芬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57 钱晓丽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58 濮伟芳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59 吴文红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60 龚春芳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61 郁勤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62 陈娟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63 姚彩珍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64 徐祥云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65 姚林芬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66 汤晓红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67 金毅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68 吴彩霞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69 张黎星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70 吴昊僖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71 陈彩萍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72 尤红妹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73 姚卫娟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74 周丽琴 高新区 刺绣 刺绣染织 

75 盛春 吴中区 制扇 其他民间工艺 

76 顾涛 吴中区 制扇 其他民间工艺 

77 吴立福 姑苏区 制扇 其他民间工艺 

78 李宏 吴中区 陶艺 其他民间工艺 

79 冷赟玲 姑苏区 陶艺 其他民间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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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地区 项目 类别 

80 钱秋虹 工业园区 陶艺 其他民间工艺 

81 曹超 相城区 蟋蟀盆 其他民间工艺 

82 苏晓红 相城区 蟋蟀盆 其他民间工艺 

83 陈龙根 相城区 乐器 其他民间工艺 

84 方清华 相城区 鸟笼 其他民间工艺 

85 颜虎金 姑苏区 鸟笼 其他民间工艺 

86 徐红军 相城区 仿古铜器 其他民间工艺 

87 王开亚 姑苏区 泥塑 其他民间工艺 

88 庞彦德 姑苏区 叶画、叶雕 其他民间工艺 

89 朱剑鸣 姑苏区 古织机技术复原 其他民间工艺 

90 孟强 姑苏区 石艺 其他民间工艺 

91 连杏生 姑苏区 书画装裱 其他民间工艺 

92 乔兰蓉 姑苏区 桃花坞木版年画 其他民间工艺 

93 汪丽秋 姑苏区 苏州灯彩 其他民间工艺 

94 周华民 吴中区 工艺家具 其他民间工艺 

95 张建明 吴中区 工艺家具 其他民间工艺 

96 张建社 吴中区 工艺家具 其他民间工艺 

97 周雪英 吴中区 工艺家具 其他民间工艺 

98 姚向东 常熟市 工艺家具 其他民间工艺 

99 唐文青 常熟市 工艺家具 其他民间工艺 

100 赵建国 常熟市 工艺家具 其他民间工艺 

101 顾晓清 吴中区 工艺家具 其他民间工艺 

102 陈野旺 姑苏区 金银细工 其他民间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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