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作品说明

1 作品名称：《彩绘南传佛像》 作者：佘国珍   材质：汉白玉极彩   创作时间：2009年   尺寸：长36cm×宽26cm×高48cm

2 作品名称：《南传佛像》    作者：佘国珍    材质：痕都斯坦玉   创作时间：2009年   尺寸：长36cm×宽26cm×高48cm

3
作品名称：《释迦牟尼佛》  作者：刘红立    材质：四川汉白玉、丹东岫玉拼接而成 双色佛 创作时间：2007年

尺寸：长22cm×宽18cm×高34cm

4 作品名称：《南传佛像》    作者：张建奎    材质：汉白玉   创作时间：2011年  尺寸：长34cm×宽24cm×高47cm

5 作品名称：《释迦牟尼佛》  作者：玛哈庄（岩庄）   材质：石灰石和蓖麻油   创作时间：2102年  尺寸：长26㎝×宽18㎝×高39㎝

6 作品名称：《一佛二弟子》  作者：刘炳   材质：陶塑    创作时间：1994年   尺寸：长18cm×宽15cm×高49cm

7 作品名称：《释迦牟尼佛》  作者：连紫华   材质：瓷 极彩   尺寸：长28cm×宽22cm×高46cm

8 作品名称：《释迦牟尼佛（泰国风格）》 作者：连紫华   材质：瓷   尺寸：长28cm×宽21cm×高39cm

9
作品名称：《觉者》   作者：王向荣  参展单位：福建省鼎立雕刻艺术有限公司  材质：大理石

创作时间：2009年3月  尺寸：长28cm×宽24cm×高70cm

10
作品名称：《莲花观音菩萨》  参展单位：名木堂红木艺术收藏有限公司   材质：小叶紫檀 镶 象牙  创作时间：2010年

尺寸：长10.3cm×宽10.3cm×高47cm

11
作品名称：《莲台净瓶观音菩萨》 参展单位：名木堂红木艺术收藏有限公司  材质：小叶紫檀 嵌 象牙  创作时间：2010年

尺寸：长22cm×宽 22cm×高 43cm

12
作品名称：《南无观音菩萨》参展单位：名木堂 红木艺术收藏有限公司  材质： 小叶紫檀 嵌 象牙  创作时间：2010年

尺寸：长22cm×宽22cm×高53cm

13 作品名称：《祥云观音菩萨》 作者：黄泉福   材质：红豆杉木彩绘   创作时间：2004年5月8日  尺寸：长60cm×宽37cm×高81cm

14
作品名称：《九莲如意观音菩萨》  作者：黄候阳  参展单位：泉州市三阳木雕工艺有限公司  材质：花梨木

尺寸：长45cm×宽35cm×高86cm

15 作品名称：《圣观音》  作者：徐锦灿  材质：香樟木  尺寸：长12cm×宽12cm ×高28cm

16 作品名称：《送子观音》作者：舒松伟  材质：汉白玉   创作时间：2012年      尺寸：长36cm×宽26cm×高48cm

17
作品名称：《净瓶观音》 作者：刘红立   材质：四川汉白玉、丹东岫玉 双色 拼接而成

创作时间：2010年   尺寸：长23cm×宽23cm×高70cm

 


18 作品名称：《四臂观音 》  作者：蒋耀辉   材质：玉雕镶嵌  尺寸：152cmx126cm

19 作品名称：《站观音》  作者：甄彦苍   材质：鲁山玉    创作时间：      尺寸：长25cm×宽15cm×高60cm

20
作品名称：《杭州韬光寺宝珠观音》  作者：谢成水   材质：大漆、苎麻，脱胎漆工艺   创作时间：2007

尺寸：长220cm×宽170cm×高520cm

21 作品名称：《龙观音》  作者：林洪荣   材质：传统老漆脱胎工艺   创作时间：2012年    尺寸：长38cm×宽32cm×高47cm

22 作品名称：《持如意观音》  作者：王新明   材质：竹   创作时间：2006年     尺寸：长16.5cm×宽15cm×高26cm

23 作品名称：《施露观音》  作者：刘健芬  材质：陶瓷   创作时间：2012年    尺寸：长26cm×宽26cm×高46cm

24 作品名称：《真如系列之三﹒水月》  作者：邵长宗  材质：瓷   创作时间：2012年6月  尺寸：长40cm×宽25cm×高48cm

25 作品名称：《圣观音》  作者：连紫华   材质： 瓷   创作时间： 尺寸：高90cm

26 作品名称：《千手观音》  作者：陈明忠   材质：瓷   创作时间：2008年  尺寸：长80cm×宽28cm×高98cm

27 作品名称：《水月观音》  作者：杜永卫  材质：青铜  创作时间：2012年  尺寸：长90cm×宽135m×高220cm

28 作品名称：《千手观音》  作者：刘红立  材质：四川汉白玉   创作时间： 2005年  尺寸：宽 160cm×高200cm

29
作品名称： 《杨柳观音》  作者：福建丰盈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 吴德强  材质： A级汉白玉  创作时间：2009年

尺寸：长35cm×宽35cm×高108cm

30 作品名称：《地藏王》  作者：徐锦灿  材质：香樟木   创作时间：  尺寸：长26cm×宽28cm×高40cm

作品名称：《药师佛》   作者：吴文忠   材质：花梨木  创作时间：2011年  尺寸：长85cm× 宽65cm×高105cm

作品名称：《红木四大尊者》  作者：吴文忠   材质：花梨木   创作时间：2010年  尺寸：长35cm×宽35cm×高95cm

32
作品名称：《弥勒菩萨》  作者：贺中令 王向荣 作品提供：福建省鼎立雕刻艺术有限公司  材质：汉白玉

创作时间：2012年3月  尺寸：长30cm×宽30cm×高110cm

33 作品名称：《地藏王菩萨》 作者：蒋惠民   材质：山西黑   创作时间：2002年    尺寸：长38cm×宽34cm×高112cm

首届中国当代佛教艺术展（佛教造像暨雕塑艺术）参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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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作品名称：《地藏王菩萨》  作者：吴德强   材质：青石   创作时间：2011年   尺寸：长20cm×宽20cm×高60cm

35-1.2.3
作品名称：《三大士》  参展单位：河北曲阳雕刻学校  材质：青玉   创作时间：

尺寸：普贤菩萨：高80cm×宽95cm×厚42cm  文殊菩萨：高95cm×宽75cm×厚35cm   观音菩萨：高78cm×宽95cm×厚37cm

 

36 作品名称：《真如系列之二•地藏闻天》作者：邵长宗   材质：陶瓷、金箔   创作时间：2012年6月  尺寸：长40cm×宽36cm×高65cm

37 作品名称：《文殊菩萨》  作者：昆明市斑铜厂  材质：斑铜  创作时间：  尺寸：长82cm×宽32cm×高77cm

38 作品名称：《菩萨立像》作者：史延春   材质：泥塑彩绘   创作时间：2010年  尺寸：长28cm×宽26cm×高95cm

39
作品名称：《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二十四护法诸天之一—珂梨碲喃像》   作者：乔建奇

材质：玻璃钢  创作时间： 2008年  尺寸：长40cm×宽32cm×高120cm

40
作品名称：《静思菩萨像》  作者：惠安鑫鼎鸿玉石雕刻有限公司  廖诗卿   材质： 汉白玉  创作时间：2009年

尺寸：长22cm×宽29cm×高48cm

 
41 作品名称：《跋陀罗尊者》作者：王金铭   材质：泥塑   创作时间：2012年7月18日  尺寸：长39cm×宽26cm×高56cm

42 作品名称：《罗汉像》  作者：史延春   材质：泥塑彩绘    创作时间：2012年  尺寸：长32cm×宽28cm×高50cm

43
作品名称：《十八罗汉》 作者：刘泽棉、刘炳、刘兆津   材质：陶塑  创作时间：1981年

尺寸：长30cm×宽28cm×高28cm

44
作品名称：《十八罗汉-阿僧伽尊者》作者：吴生敏   参展单位：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艺术制像分公司

材质：锡青铜铸造 创作时间：2008年  尺寸：均高约100cm

45 作品名称：《禅心》作者：郑君亮   材质：加拿大桧木  创作时间：2009年  尺寸：长24cm×宽20cm×高80cm

46
作品名称：《达摩系列-云游达摩、渡海达摩》  作者：土风（李保恩）  材质：瓷  创作时间：2012年4月

尺寸：长30cm×宽32cm×高70cm

47 作品名称：《玄奘法师像》 作者：连紫华  材质：瓷  创作时间： 尺寸：长25cm×宽20cm×高48cm

48 作品名称：《福音》 作者：刘雪玲  材质：陶塑  创作时间：2011年   尺寸：长45cm×宽27cm×高47cm

49 作品名称：《金刚经》 作者：梁庆领  材质：石材雕刻  创作时间：2012年06月   尺寸：高235cm×宽175cm×厚15cm

50 作品名称：《佛说》 作者：王冬青  材质：耳机.、香、树脂   创作时间：2012年6月   尺寸：长150cm×宽130cm×高260cm

51
作品名称：《如意观音》   参展单位：名木堂红木艺术收藏有限公司    材质：老山檀香   创作时间：2010年

尺寸：长20cm×宽10cm×高49cm

52 作品名称：《戏龙观音》   参展单位：河北曲阳雕刻学校   材质：汉白玉    创作时间：尺寸：高60cm×宽50cm×厚13cm

 

53
作品名称：《翡翠玉雕观音菩萨》 作者：吴云斌   材质：缅甸翡翠玉    创作时间：2011年

尺寸：高27cmx宽18.5cm；底座高19cmx宽28cm

54
作品名称：《观音座莲》  作者：段起来、侯瑾辉   材质：脱胎漆贴金箔  创作时间：原创2009年，参展缩小版2012年

尺寸：长116cm×宽116cm×高160cm

55 作品名称：《大观音头像》  作者：安志柏   材质：仿汉白玉  创作时间：2012年   尺寸：高210cm×宽158cm×厚80cm

56 作品名称：《自在观音》  作者：郑君亮   材质：红豆杉   创作时间：2005年  尺寸：长28cm×宽18cm×高60cm

57 作品名称：《观音菩萨》 作者：刘健芬   材质：陶塑  创作时间：1998年  尺寸：长23cm×宽15cm×高47cm

58 作品名称：《福到》作者：黄泉福   材质：黑檀木   创作时间：2012年5月8日  尺寸：长40cm×宽34cm×高60cm

59 作品名称：《人与自然》 作者：黄泉福   材质：黑檀木   创作时间：2006年8月9日    尺寸：长40cm×宽34cm×高81cm

60 作品名称：《纳福》 作者：连紫华   材质：瓷   创作时间：  尺寸：长23cm×宽38cm ×高40cm

61 作品名称：《虚空藏菩萨佛像》  作者：吴满荣  材质：纯锡  创作时间：2012年2月  尺寸：长51cm×宽28cm×高60cm

62 作品名称：《思惟菩萨》 作者：杨绍华  参展单位：云南省江川铜器工艺制品厂  材质：铸铜  创作时间： 尺寸：高 67cm

63 作品名称：《思惟菩萨》 作者：和海龙  材质：汉白玉  创作时间：  尺寸：高33.5cm×宽19.5cm×厚17.5cm

 
64 作品名称：《小罗汉》 作者：林洪荣  材质：生漆脱胎  创作时间：2011年  尺寸：长23cm×宽18cm×高38cm

65 作品名称：《达摩戏狮》  作者：王新明   材质：竹   创作时间：2005年  尺寸：长15cm×宽11cm×高10cm

66 作品名称：《罗汉》  作者：阎玉伟  材质：陶  创作时间：  尺寸：长28.5cm×宽20cm×高35cm

 
67 作品名称：《罗汉像1、2、3》 作者：陈智勇   材质：铸铜彩绘   创作时间：2011   尺寸：长15cm×宽16cm×高40cm

68
作品名称：《十八罗汉》 作者：郑于鹤  制作及参展单位：江西桐青金属工艺品有限公司

材质：锡青铜、精密失蜡法铸造  创作时间：2007-2011年  尺寸：均高约50cm

69 作品名称：《弘一法师》  作者：郑国明  材质：木雕  创作时间：2008年  尺寸：长21cm×宽24cm×高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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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作品名称：《渡江传经》  作者：郑君亮   材质：泰国柚木   创作时间：2010年  尺寸：长25cm×宽20cm×高65cm

71 作品名称：《弘一法师（站像）》  参展单位：圣丰佛教造像艺术馆 材质：黑檀木   尺寸：长19.3cm×宽17.2cm×高70cm

72
作品名称： 《弘一法师（坐像） 》  参展单位：圣丰佛教造像艺术馆   材质：生漆脱胎夹纻  创作时间：2012年

尺寸：长70cm×宽60cm×高90cm

73 作品名称：《佛在心中》  作者：王经民  材质：汉白玉  创作时间：2008年5月  尺寸：长23cm×宽26cm×高48cm

74 作品名称：《十世班禅》 作者：周思旻  材质：铸铜  创作时间：2011  尺寸：长70cm×宽65cm×高42cm

75 作品名称：《造像研究---弘一法师》  作者：蒋铁骊  材质：玻璃钢  创作时间： 2006年   尺寸：高190cm

76 作品名称：《一指定天下》作者：倪世杰  材质：黑檀木  创作时间：2009年  尺寸：长70cm×宽40cm×高30cm

77 作品名称：《戒》、《定》、《慧》  作者：李烜峰   材质：树脂   创作时间：2012   尺寸：长20cm×宽10cm×高50cm

78 作品名称：《玄奘•归图》 作者：李一夫   材质：玻璃钢、铁焊接  创作时间：2009年6月  尺寸：长145cm×宽45cm×高100cm

79 作品名称：《哼哈二将》  作者：李一夫  材质：铸铜  创作时间：2011年  尺寸：长145cm×宽50cm×高 150cm  2件/组

80 作品名称：《轮回》  作者：郑燕萍   材质：树脂  创作时间：2010年  尺寸：长60cm×宽30cm×高50cm

81 作品名称：《空》 作者：郑燕萍   材质：木雕  创作时间：2011年  尺寸：长20cm×宽24cm×高60cm

82 作品名称：《佛 手》 作者：郑君亮  材质：俄罗斯红松  创作时间：2001年  尺寸：高70cm

83
作品名称：《愚者》作者：罗小平  参展单位：福建省鼎立雕刻艺术有限公司  材质：汉白玉  创作时间：2007年8月

尺寸：长43cm×宽33cm×高37cm

84
作品名称：《山·大智》系列之一    作者：王向荣   参展单位：福建省鼎立雕刻艺术有限公司  材质：绿辉岩

创作时间：2012年4月  尺寸：长42cm×宽26cm×高35cm

85 作品名称： 《莲心》  作者：曹春生   材质：影青瓷（1320度）  创作时间：2012年5月   尺寸：长22cm×宽20cm×高76cm

86
作品名称：《佛教选像——衣纹练习1号》   作者：张卫东  材质：玻璃钢烤漆  创作时间：2012年1月

尺寸：高85cm×宽65cm×厚35cm

87 作品名称：《悟》 作者：何守臣  材质：树脂、树根、石膏  创作时间：2012年  尺寸：长65cm×宽36cm×高88cm

88 作品名称：《净》  作者：王官乙  材质：青铜  创作时间：2008年   尺寸：长80cm×宽40cm×高65cm

89 作品名称：《和平老人》 作者：张德峰   材质：玻璃钢    尺寸：长30.5cm×宽44.5cm×高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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