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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督导组到石湾督导节后复工复产安全培训工作

4 月中旬前完成 63 场复工培训
珠江时报讯（记者/邹新霞）昨
日下午，
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在创意
产业园组织重点监管企业开展节
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培训，
市督导
组到现场督导培训工作, 要求严格
落实好节后复工复产安全培训，
确
保安全形势平稳。目前，
禅城区全
面开展节后复工复产培训，
昨日共
举办 5 场大型培训班，
全区计划举
办 63 场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培
训，
将于4月中旬全部完成。
培训班上，
与会人员集体观看
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会议传达
了省、
市关于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的相关文件精神和工
作要求，
深入分析了当前安全生产
形势，
现场向与会人员派发了相关
文件和安全生产宣传资料。
自 3 月 8 日起,全区陆续开展

63场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培训，
实现重点监管企业全覆盖，
督促企
业落实节后复产主体责任，
全面落
实
“三个一”
（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培
训、进行一次设备安全检查、制定
一套复产方案）安全防范措施，受
培训人员预计达 5000 人，将于 4
月中旬前全部完成。
据介绍，
禅城区从 2 月 8 日至
5月10日开展全区安全生产
“百日
会战”
行动，
重点对施工项目、
涉气
企业、油气输送管道和城镇燃气、
特种设备等进行专项治理，
对以人
员密集场所为重点的消防安全、
以
节后春运安全为重点的道路交通
安全、
危险化学品安全进行综合治
理，通过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彻查安全隐患、堵塞管理漏洞、强
化源头治理，
坚决防范较大及以上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会上,禅城区安监局局长侯
乐平指出，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不
容乐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要求
企业负责人务必高度重视。他强

调，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
人为
“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
本企业的安全生产全面负责，务
必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
好“三个一”
安全措施方可复工复
产，
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市驻点禅城督导组成员、市
安监局副调研员郭勇对禅城区开
二是今年计
三是督促
一是由安委
展节后复工复产工作表示肯定，
办及区安监局组 划为全区 1.1 万 各企业开展安
他重点阐述了开展节后复工复产
织全区各行业领 名企业主要负责 全 生 产“ 三 级
安全培训的重要性，传达了市里
。
域 5000 名 企 业 人和安全管理人 培训”
相关工作的要求，通报了近期市
员 提 供 60 场 免
主要负责人开展
里一些未落实“三个一”
就复工复
63 场 节 后 复 产 费培训服务。
产的企业被查处的情况，要求区、
安全培训。
镇（街）要严格落实好节后复工复
产安全培训工作，切实做好安全
措施，
确保安全形势平稳。
随后，安全生产培训专家对 《2018年企业安全生产承诺书》。
训。据介绍，
2018 年，
区政府继续
与会人员进行培训，重点讲解如
目前,禅城区复工复产安全
通过构买服务的方式，计划为全
何落实“三个一”安全措施，解读
生产培训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中,
区 1.1 万名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
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昨日全区组织了 5 场大型安全培
全管理人员提供 60 场免费培训服
判定标准。120 多名重点监管企
训，值得一提的是，区安监局针对
务，同时，督促各企业开展厂级、
业的负责人和安全生产人员参加
全区粉尘涉爆、有限空间作业等
车间级和岗位（工段、班组）安全
了 培 训 ，并 代 表 企 业 现 场 签 订
重点监管企业进行专题安全培
生产“三级培训”
。

禅城区今年
安全生产培训计划

祖庙街道部署
“百日会战”
和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

一门式执法严把安全生产关
珠江时报讯（记者/黎小燕 通
全面落实“三个一”，另一方面相
讯员/周洁）昨日，禅城区祖庙街
关职能部门要以铁的手腕加强企
道召开安全生产“百日会战”
行动
业安全监管工作，尤其要加大对
会议暨节后复产培训班。根据部
各类安全隐患和各类安全生产非
署，
即日起，
祖庙街道将开展以节
法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做到顶
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为重点的大
格处理、顶格处罚、严肃查办，绝
检查，
并通过
“一门式”
执法排查存
不姑息。
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
确保节后
禅城区安监局祖庙分局常务
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副局长霍亮东传达了市、
区关于节
祖庙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
后复产安全生产的基本要求。会
处副主任刘传印在会上强调，近
议指出，
要切实加强企业主体责任
期省内陆续发生多起安全生产、 落实，
严格督促企业落实节后复工
消防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严 “三个一”
安全措施。根据部署，
祖
峻，一方面企业要采取扎实有效
庙街道将组织开展以节后复工安
的措施，确保复工时段安全稳定， 全生产为重点的大检查。各部门、

各村（居）委会将对村级工业区、
人
管，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包括
员密集场所、
“三小”
场所等生产经
对辖区所有在建工程进行排查整
营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检查企
顿；切实加强交通运输安全管控；
业是否落实
“三个一”
安全措施，
员
继续统筹做好春运期间安全管
工是否按规定佩戴安全防护用品、 控；加强对烟花爆竹运输、储存、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应急
销售、燃放等环节的安全监管；加
处置措施是否到位等内容，
督促企
强大型群众性活动（如 50 公里徒
业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认真开
步等）安全管理，严防火灾和拥挤
展隐患排查治理，
规范企业安全生
踩踏事故发生；重点防控高层建
产行为。
筑、地下建筑、老城区和城中村、
会议强调，相关部门要切实 “三小”
场所、家庭作坊、福利院和
履行综合监管、专业监管和行业
社会救助机构、劳动密集型企业
管理职责，制定完善有利于安全
等场所，
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生产的政策措施，并确保落实到
刘传印要求，各部门要严抓
位；要突出对重点行业领域的监
节后复工安全生产检查和培训

工作，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三个
一”安全措施，一经发现未落实
或落实不到位的坚决依法查
处。各部门、村（居）委会、经济
社如发现企业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的，可按相关规定申请“一门
式”联合执法予以严惩，提高安
全生产水平，降低事故风险，确
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会上，与会人员还观看了安
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
祖庙街道还邀请凯利德公司注册
安全工程师任萍萍对村居、企业
相关负责人进行节后复工复产安
全生产专题培训。

区总工会举办复产
安全生产监督培训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颜梅 通
讯员/简瑞群）近日，2018 年禅城区
工会系统节后复产暨安全生产监
督教育培训活动举行，全区工会系
统干部及工作人员约 150 人参加。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强调，工
会系统要严格落实好安全生产监
督作用，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依法开展职工劳动保护工
作，做好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宣
传教育工作，全面落实“三个一”
（即进行一次全员安全生产培训，
制定一套节后复产方案，完成一次
复产前设施设备的全面检修）安全
防范措施。
同时，
相关单位负责人、
安全管
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要持证上岗，
尤其要加强对重要岗位职工、
一线职
工安全教育，
切实提升从业职工隐患
排查能力、疏散逃生能力、自救互救
能力，
把节后复产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落实到企业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
切
实做好职工劳动保护工作，
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
本次培训邀请了佛山市安全
生产协会安全培训师徐超志详细
讲解企业节后复产安全生产的基
本要求，并结合实际对如何履行工
会安全生产职责进行指导。现场
还播放了安全警示教育片《生命至
上》，通过真实案例、法律法规穿插
讲解等，增强职工对生产安全事故
的认识。
据了解，春节过后，针对企业
节后复产易发安全事故的情况，区
总工会制定了《禅城区总工会 2018
年节后复产安全培训教育行动工
作方案》，要求各镇（街）总工会及
区直属企业工会要结合实际，制定
本辖区、本单位具体复产培训实施
方案，认真组织和监督企业开展复
产培训，对有培训需要的企业，由
区总工会推荐授课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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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心陶塑 35 载 雕出别样芳华
中国陶艺大师何惠娟成为今年全市唯一获评省三八红旗手标兵（十大南粤女工匠）的优秀女性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习近
平总书记的这句话令我备受鼓
舞。”日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禅
城区栩之陶艺工作室总监何惠娟
成为今年佛山市唯一一名获评广
东省三八红旗手标兵（十大南粤女
工匠）的优秀女性，接受表彰时她感慨笑称：作为一名女陶艺家
不容易，要成为以动物陶塑著名的女陶艺家更不容易，
“幸福都
是奋斗出来的，要想出成绩也必须靠奋斗。
”
用指尖记录美好，用陶塑谱写芳华。作为有“鹰王”之誉的
曾良大师的入室弟子，35 年来，何惠娟始终坚守石湾陶艺的精
粹，专注于动物陶塑，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作品融入乡风
野趣，于朴拙大气中见细腻传神。
何惠娟还积极推动石湾陶塑走进校园，为学生传授动物陶
塑制作知识。
“我希望石湾动物陶塑越走越远，人才辈出，不断把
陶塑发扬光大。
”

35 年耕耘

弘扬文化

石湾陶艺薪火相传

专注于动物陶塑

初见何惠娟，
是在禅城区青柯路
138 号至德大厦的栩之陶艺工作室
内。这位女陶艺家身穿便服，
亲切而
温馨。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端庄大方
的女子，自 1982 年便开始了陶艺生
涯，至今 35 个春秋里，她始终如一，
专注于动物陶塑。
在何惠娟手中，
老鹰、
鸬鹚、
猫头
鹰等动物陶塑，被精雕细工的刀法，
形和釉的统一，
以及点、
线、
面的相互
结合与变化等技艺，赋予了鲜活的
精、气、神。展翅的雄鹰，护雏的母
鸡，
眺望的兔子皆栩栩如生。
生于石湾长于石湾的何惠娟，
从小就对泥巴有着亲切的感情，但
她说自己就是一张“白纸”，
“ 我妈
妈在陶瓷厂工作，我从小就接触陶
艺，但没有动手做过。”何惠娟人生
首个转折点是 1982 年进入石湾陶
瓷研究所，成为有“鹰王”之誉的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曾良的入室弟子。
搓陶泥、上釉色、制作工具……
从最基本的陶艺制作做起，
何惠娟一
步一步学习陶艺。以制作工具来说，
一件九里香原材料需要通过刀片削、
砂纸打磨等工序才成型，
“只能在晚

上空余时间做，
自己也数不清做了多
久，
但经常会因为做工具导致手指都
磨损。
”
在师父的指导教诲下，
勤奋的何
惠娟很快掌握了动物雕塑技法和
“胎
毛”
装饰法。而曾良注重
“写意传神、
工意结合、
意中求工”
的创作理念，
也
深深影响了何惠娟，
融汇在她的作品
之中。
“记得刚学的时候，每当听到别
人称赞自己所塑的动物很像，
就会很
开心。但在师父教导下，
我逐渐意识
到单凭娴熟的技艺将动物的形态塑
得栩栩如生是远远不够的，
这充其量
只能达到一种外在的形似。而要提
高艺术层次必须深化作品的主题，
追
求作品的内蕴，发掘动物的内在特
征。
”
于是，
1988 年，
何惠娟离开了石
湾陶瓷研究所，
前往广州美院进行一
年专业系统的学习，
强烈的艺术氛围
及艺术理论基础的补充，
成为何惠娟
个人艺术道路上的一次转变。
1989 年学成归来后，何惠娟先
后进入石湾湾江艺术陶瓷厂和石湾
美术陶瓷厂工作，并于 2005 年成立
栩之陶艺工作室。

■何惠娟与她创作的陶艺作品。

创新技艺
但如何在传承石湾陶艺精
粹的同时，让艺术创作与时代更
贴近？何惠娟一直以来积极地
在精进技艺的基础上，寻求与时
代结合的艺术创作。
“艺术创新途径有两个，第
一是绕开传统另辟蹊径，第二是
走入传统深处，于‘疑无路’处寻
“又一村”。我就是这样一直在
‘ 山 重 水 复 ’中 寻 找‘ 柳 暗 花
明’。”何惠娟先是在题材上，选
择了田园风情这个亲和性极强
的主题，以展现亲情、爱情、友
情、乡情等方面入手。并在“石
湾公仔”单一的动物造型特性
后，加入“背景”融入山水、原野
的韵味。
“以前在公司上班，我会把
报纸每周一期的旅游版收藏
好。开工作室后，每年我最起

讴歌大自然之美
码出两次远门，随同摄影团采
风摄影，作为素材累积。”为了
更准确地刻画动物的神态、造
型，何惠娟需要大量参考图画、
影像，还喜爱外出旅行，热爱摄
影，她细致认真地观察、感受大
自然中的恣意舒展和翱翔的动
植物，务求将山水、原野的神韵
带入创作中。
创作来源于生活的细致观
察与点滴积累。三年前，何惠娟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朋友在环湖
花园湖边拍摄的一对形影不离
的鸭子照片，唤起了她对鸭子题
材潜藏已久的创作热情，
“ 连续
好几天早上，我都去观察它们，
拍它们。”
经过多次现场观察、拍
摄图片、手机整理、反复构思和
用心创作，作品《夏雨初霁》出
炉：一场风雨过后，山野间草木

苍翠，溪边一对游倦的鸭子悠然
地在岸上憩息。两只鸭子之间
不做刻意呼应的一伸一缩，而是
一只眼睛半眯，另一只嘴巴微
张 ，好 不 惬 意 。 该 作 品 荣 获
2017 全国手工艺产业博览会暨
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展“国匠
杯”
金项奖。
何惠娟的作品从最初简单
的造型技艺到追求作品中动物
的内心神韵，塑物寄情，以动物
为载体去讴歌大自然的美，抒发
对大自然的爱。
“ 我认为在创作
动物陶塑时要善于发现和张扬
美，并将生活中自然的美加以提
炼而成为美的艺术品。”在何惠
娟的艺术作品中，她总是极力注
入自己的思想感情，而这种情感
与人产生了共鸣，因此也就拥有
了感动人心的力量。

“石湾瓦，甲天下。”历经千年传承，
禅城石湾已成为全国陶文化资源最集中
的区域，石湾陶塑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陶文化可谓是佛山
最具魅力的文化名片和城市品牌，闻名
海内外。
“石湾公仔”美誉远传的背后，是一
代代大师，一批批艺术家与工匠的不懈
努力和严谨的工艺传承。作为本地陶艺
家，何惠娟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省、市荣
誉，
而其本人也先后被授予
“第三届广东
省工艺美术大师”
“第三届中国陶瓷艺术
大师”
“第一届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
等称号，成为佛山陶艺文化的一张亮丽
名片，
为弘扬佛山陶艺文化作出贡献。
而身为有
“鹰王”
之誉的曾良大师的
入室弟子，
何惠娟深觉肩上责任沉甸甸，
“既有出于市场需求的考虑，
还有创作动
物陶塑费时费心，如今做动物陶塑的陶
艺家并不多，但我非常乐意把我所有会
的东西教给下一代，让这门技艺不断传
承发展下去。
”
多年来，何惠娟积极走进校园，开
设专题陶艺课，向学生传授动物陶塑的
制作知识；
参加校园陶艺夏令营，
与学生
互动玩陶，
让学生真切感受陶泥的魅力；
毫无保留向徒弟传授动物陶塑技法要点
和创作思维的同时，鼓励徒弟多看书提
升审美情趣和思想境界……
对佛山这座城市，何惠娟充满了感
恩。她把佛山比作沃土，把自己比作种
子，
可以说，
没有佛山，
没有佛山深厚的陶
瓷文化积淀，
就没有今日的她。作为千年
陶都，
佛山滋养着她的气韵神色，
让她创
作出一件件得天独厚的灵魂物件。
令人动容的，
不止何惠娟 35 年如一
日坚守石湾陶艺精粹的初心，还有她那
犹如流淌全身的血液般的使命与担当，
奋斗于石湾陶塑传承与发展，这既是石
湾陶艺家的情怀，也是石湾陶塑这门技
艺即便在时代洪流中，也依旧绽放耀眼
光芒的关键所在。
文/珠江时报记者 陈颜梅
图/珠江时报记者 戚伟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