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洋个人简介 

 

个人资料： 

姓名:王洋 

教育背景：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珠宝首饰设计| 艺术设计类|  
 

一、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主持省级品牌专业建设项目《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 ； 

2、主持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 

3、指导省级质量工程《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4、主持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首饰制作工艺》校级精品课建设； 

 

二、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获 2014 年广东省高职教育艺术设计委员会首届教师说课比赛三等

奖； 

2、获第二届”潮宏基”杯首饰设计大奖赛钻组二等奖； 

3、获得全国“活力 2000”珠宝设计大赛入围奖； 

4、荣获 2013 年校级说专业比赛一等奖； 

5、荣获 2014 年校级说课比赛二等奖； 

6、荣获 2014 省级“黄金珠宝首饰设计师职业技能竞赛”优秀指导教

师奖。 



 

三、近五年来承担的技术开发与服务（培训）项目及效果 

 在伊泰莲娜做设计开发负责人是承担的项目： 

1、主持伊泰莲娜与国际品牌 JUICY、COACH 等首饰设计、制作研发工

作；  

2、主持伊泰莲娜集团 ITL 品牌香港珠宝展的设计、制作研发工作； 



 

个人简介 

个人资料： 

姓名:常玉红  

教育背景：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01年 9 月 - 2005 年 7 月 

珠宝首饰设计| 艺术设计类| 本科学士学位 

工作经历: 

一、珠海煜华实业有限公司 

时间：2005-09 ~ 2006-12 

职位：设计师  

 就职于珠海煜华实业有限公司，做首饰设计师，公司主要做半宝石

类饰品。主要工作包括设计新产品，跟踪样板，就样板与工厂的沟通，

关于新品发布的准备工作等。 

 

二、香港飞瑞珠宝公司 

时间：2007-03 ~ 2008-05 

职位：设计师 

飞瑞珠宝公司是香港五木科技公司的子公司，主要做与电子产品有关

的首饰产品，用于安防及电子和装饰等多用途。  

在此公司任职设计部负责人，主要负责以下工作：  

1，Fairy Jewelry 所有研发项目的设计，联系制作厂商，同厂商沟



通起版及下单等一系列的工作。  

2，专卖店的日常事务，包括装修，店面陈设，货品摆设及与店员之

间的沟通等工作。  

在此公司任职期间，与爱得康公司合作开发的真金真钻的 U 盘系列，

获得业内人士的认可。 

 

三、中国雅天妮饰品有限公司 

时间：2008-05 ~ 2010-06 

职位：ARTINI 产品开发部设计师 

就职于雅天妮饰品有限公司期间，做高级饰品设计师，负责雅天妮产

品开发部的设计任务，包括流行趋势调查、完成设计任务、样板审批

等工作。自 08 年 7月至 2010 年 06月，设计过的 09 春夏系列.09秋

冬系列.2010 春夏系列等有大量作品上市，市场反应良好。 

 

四：深圳市 56 饰首饰有限公司 

时间：2010-07 ~ 2013-01 

职位：高级设计师 

负责产品开发部的设计任务，公司的主要产品类型是时尚与中国风完

美结合的银饰。  

在职期间的设计成品在店面销售，市场反应很好。 

 

五：伊泰莲娜集团有限公司 



时间：2013-01 ~ 2013-08 

职位：品牌负责人 

在该公司就职期间主要负责伊泰莲娜旗下品牌{丽晶}的产品策划、设

计、样板审核等工作， 

在此期间得到了公司领导及经销商客户的一致认可。 

 

五：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时间：2013-01 ~ 2013-08 

职位：专任教师 

一、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参与省级品牌专业建设项目《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 

2、主持编写 2016 年《玉器设计与工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二、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荣获校级 2017年首届微课教学大赛三等奖； 

2、荣获 2017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首届信息化教学

大赛三等奖； 

3、荣获 2018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4、荣获“花都杯”2017 广东省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5、荣获 2018 年校级说课比赛一等奖； 

 



 

个人简介 
个人资料： 

姓名:杜玥 

教育背景：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 

2006年 9月 - 2010年 7月 

珠宝首饰设计| 艺术设计类| 本科学士学位 

 

一、2009—2010 在伊泰莲娜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助理首饰设计师负责每季度的设

计研发工作。 

二、2011-2013在鑫谷国际精品有限公司担任首饰设计师，负责新产品的研发设

计，和客户单的跟踪设计。 

三、2013至今在珠海艺术职业学院担任专任教师 

（1）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指导省级质量工程《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参与省级品牌专业建设项目《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 

3、主持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2）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获得 2018年广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2、获得 2017年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首届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3、获得 2017首届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微课教学评比活动三等奖 

4、获得 2018年全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5、获得指导项目《I 饰设计工作室》在 2017 年广东众创杯大学生启航赛暨“赢

在广州”第六届大学生创业大赛团组优胜奖  

6、获得校级 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说专业比赛二等奖 

7、获得校级 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说课比赛二等奖 

8、获得 2015—2016学年校级优秀教师 

9、获得 2017—2018学年校级优秀教师 

 



黄君亮简历 
 

    黄君亮是中国优秀高级珠宝首饰设计师，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珠宝行业先锋人物，亚洲工艺美术大师。 

2017 粤沪港澳一带一路珠宝工艺交流展获得荣誉卓越设计

师，黄君亮大师（我校特聘教授）的天然水晶阴阳雕、明雕珠宝

雕刻艺术作品大部分在香港佳士得、苏富比拍卖；在 2010 年北

京首都博物馆展出百余件作品，展期三个月，轰动珠宝界；其中

“见龙在禅”被首都博物馆收藏。 

2011 年以雕工精湛、构思独特的“布袋佛”作品先后获得

第二届中国天然水晶工艺品“百花奖”金奖和中国玉石雕刻作

品“天工奖”、“优秀作品奖”。2014 年第一届海峡两岸艺术

雕刻展获得金奖和创意金奖两项；第七届中国玉石雕“神工奖”

金奖提名奖；荣获“第四届亚洲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其雕

刻和珠宝艺术作品被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新加坡、台湾

以及北京、上海等收藏家收藏，享誉中外艺术雕刻界。 

    2016 年被评为高职教育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 

 



明辉校中厂师资团队 

 

1、黄君亮：亚洲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高级技师;国家珠宝首饰设计师;现为“珠海艺术职业学院”、“珠海城市职

业技术学院”、“东莞亚视演艺职业学院”三所学院特聘教授。澳门明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2、黄君宇：国家一级雕刻大师；进修于“北京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现为心语艺术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3、檀智华：毕业于“西安工程大学”学士学位，艺术设计专业。中级摄影师。从事三所学院的雕刻珠宝教师。2016
年荣获国家颁发国家一级/高级雕刻大师，从事雕刻和设计。  
 
4、赖燕君：毕业于“西安工程大学”学士学位，艺术设计专业；中级摄影师，从事珠宝、雕刻教育及行政助理。

从事三所学院的雕刻教师和首饰珠宝教师。  
 
5、黄添宝：毕业于广东省“广州大学”，省级雕刻技师，从事阴雕、内雕和珠宝雕刻教学多年。 
 
6、陈先贵：2010 年毕业于石康中学 2014 年至 2015 年 8 月在中山学习东阳木雕，木雕底座，2015 年至今就业于心

语艺术品有限公司，从事雕刻、珠宝雕刻及实操雕刻教师。  
 
7、丁桂东：1998 年至 2012 年 9 月从事木雕、牙雕。2013 年 8 月至今在心语艺术品有限公司雕刻设计、雕刻及珠

宝雕腊。 
  
8、梁迪斌：毕业于广东肇庆大岗中学，2005 年至 2010 年广州水晶抛光，2011 年至 2014 福建杂石抛光，2017-至
今在心语艺术品有限公司从事杂石、半宝石，雕刻珠宝抛光。 
 
9、忻梦瑶：2016 年 6 月毕业于“珠海艺术职业学院”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专科；从 2016 实习至今在珠海心语艺

术品有限公司玉石、半宝石、雕刻珠宝专业抛光及抛光实操教师。  
 
10、谢亚菲：2015 年毕业于“珠海艺术职业学院”珠宝首饰设计与鉴定专科，2015 年至今在心语艺术品有限公司从

事珠宝首饰雕刻、阴雕、内雕。  
 
11、钟春燕：2018 年毕业于“珠海艺术职业学院”珠宝首饰设计与鉴定专科，2018 年 3 月至今在心语艺术品有限公

司从事珠宝首饰雕刻、阴雕、内雕。  
 
12、黄嘉豪：2014 年 6 月毕业于福建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院，2015 年至今在心语公司从事珠宝雕刻、阴雕、内

雕。 
 
13、黄月琴：2002 年毕业“武汉市二轻工业”装饰雕塑，2013 年边工边读毕业“华南师范大学”艺术设计专业，从事首

饰设计近 13 年。 2015 年 12 月至今从事“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城市职业学院”“亚视职业学院”三所学院的雕刻珠宝、

设计、造型及教学。  
 
14、夏雪：2017 年 6 月毕业于“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大专， 2017 年至今在心语艺术公司从事雕刻珠宝手绘设计

及设计教师。  
 
15、何镕：2018 年 6 月毕业于“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专科；从 2018 年 9 月至今在心语艺术

公司从事珠宝首饰雕蜡、珠宝手绘设计、JEWEL CAD 珠宝软件制图。  
 
16、李良延：从 1998 年至 2014 年在广东番禺元艺公司从事珠宝首饰手起版制作；2014 年至今在心语艺术品有限



公司从事雕刻珠宝首饰手起版制作及实操教师。  
 
17、任为辉：毕业于“福建理工学校”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从 2010 年至 2014 年在珠海威迪斯网络公司；2014
年至今在心语艺术品有限公司从事雕刻珠宝首饰手起版制作及专业电解。  
 
18、张相勇：毕业于 1992 长江中学 2000 年至 2014 年番禺大罗圹华置珠宝从事珠宝首饰手起版制作； 2014 年 11
月至今在珠海心语艺术从事雕刻珠宝手起版制作。  
 
19、钟良明：出生于 1978 年 8 月，2007 年-2012 年在周大福(深圳)珠宝公司、2013 年-2016 年 8 月深圳 TTF 大凡珠

宝公司从事手起版珠宝制作工作，2016 年 9 月至今在心语艺术品有限公司从事雕刻珠宝 手起版制作及实操教师。  
 
20、段恒锐：2015 年 6 月毕业于“珠海艺术职业学院”珠宝首饰设计与鉴定专科，2015 年 6 月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
平面设计本科，2015 年至今在心语艺术品有限公司从事珠宝首饰雕刻、珠宝首饰执模、珠宝首饰摄影、电商网络宣

传。 
 
21、吴斌：2017 年 6 月毕业于“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珠宝首饰工艺与鉴定专科；从 2017 年 9 月至今在心语艺术

公司从事雕刻、雕刻珠宝手起版制作。  
 
22、刘昊然：2017 年 6 月毕业于“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珠宝首饰工艺与鉴定专科；从 2017 年 9 月至今在心语艺

术公司从事雕刻、雕刻珠宝手起版制作及钛首饰铸造实操教师。  
 
23、李灿森：从 1999 年至 2015 年在广东佛山鸿发宝荣从事珠宝首饰镶嵌；2015 年至今在心语艺术珠宝公司从事

雕刻珠宝首饰专业全能镶嵌及实操教师。  
 
24、邹秀梅：毕业于广东仁化县长江中学，2004 年至 2016 年 3 月在广东顺德从事微镶工作，2016 年 4 月至今在心

语艺术品有限公司从事雕刻珠宝镶嵌。  
 
25、张茜：2016 年 6 月毕业于“珠海艺术职业学院”珠宝首饰设计与鉴定专科；2017 年 6 月毕业于“广州美术学

院”平面设计本科，2015 年实习至今任职珠海心语艺术品有  
限公司从事珠宝收发、采购及销售及行政主管。  
 
26、林贝珩： 2018 年 6 月毕业于“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专科；从 2018 年 9 月至今在心语艺

术公司从事珠宝首饰雕蜡、珠宝收发、采购及行政人员。  
 
27、周海株： 2018 年 6 月毕业于“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专科；从 2018 年 9 月至今在心语艺

术公司从事珠宝首饰雕蜡、珠宝收发、采购及行政人员。  
 
28、李梅红：2013 年 6 月毕业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本科，取得会计中级资格。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珠海红

旗达通公司任职财务主管，2016 年 12 月至今在珠海心语艺术有限公司担任会计 



明辉校中厂实训基地管理人员 

序

号 
姓名 

职称/职

务 
年龄 学历/学位 

专职/

兼职 
所在单位 

1 黄君亮 总经理 50 / 专职 

明辉实业有

限公司（澳

门） 

2 黄君宇 经理 48 / 专职 

明辉实业有

限公司（澳

门） 

3 赖燕君 管理员 32 本科/学士 专职 

明辉实业有

限公司（澳

门） 

4 常玉红 管理员 35 本科/学士 兼职 
珠海艺术职

业学院 

5 杜玥 管理员 32 本科/学士 兼职 
珠海艺术职

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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