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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康安获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专业组胎骨出毛一等奖——

他让石湾陶牛
“活”
了
》谈艺术创作

先将动物泥坯做好，等干湿度合适，坯体不易变形，再用
刻毛、拉毛、啄毛、钤毛、辘毛等技法来制作出动物毛发的纹理
……这就是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石湾陶瓷胎毛技法
的精髓。
在 6 月 30 日举办的 2018 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暨佛山市
禅城区陶瓷装饰工（陶瓷工艺师）职业技能竞赛中，潘康安以
陶塑作品《牛》获得胎骨出毛项目的一等奖。
一般情况下，制作动物陶塑的师傅们有明确的分工，有的
人擅长啄毛，有的人擅长辘毛，还有的人擅长钤毛，而潘康安
能将这几种技法运用自如。
“相比胎骨出毛，我更擅长写意风
格陶塑，这是我心之所向。”获奖之后，潘康安笑称，对陶艺的
追求永无止境，
“这辈子都会从事陶艺创作，没想过干别的。
”

人物简介
潘康安，男，
1985 年生于广东
英德，
师从广东省
陶瓷艺术大师黄
焯南，
佛山市工艺
美术学会会员。
获
“佛山市陶瓷艺
术大师”称号，获
得高级职业技能
资格证，
作品风格
写实写意相结合，
多次参加陶艺展
览活动并获奖项。

》谈获奖作品

创新就是要与他人不一样
“先拿出举办方准备好的牛泥
坯，
等干湿度合适，
坯体不易变形，
再
用刻毛、
拉毛、
啄毛、
钤毛、
辘毛等技
法来制作出牛毛发的纹理。
”
日前，
潘
康安向记者介绍其在6月30日举办
的2018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暨佛山
市禅城区陶瓷装饰工（陶瓷工艺师）
职业技能竞赛中，
所制作的《牛》陶塑
作品。
潘康安介绍，
胎毛技术最重要的
是要合理安排纹理的走向，
做
“牛”
则
最考究师傅打
“转”
的功夫。需要在
胎体表面打圈，
根据它的肌肉纹路，
形成一个个旋涡状的纹理、
一组组细
致的胎毛。而旋涡间的结合处是最
难处理的。如果处理不好，
毛就容易
乱了。一般情况下，
师傅们都有明确
的分工，
有的人擅长啄毛，
有的人擅
长辘毛，
还有的人擅长钤毛。而具有
丰富经验又技艺精湛的技师，
才能将
这几种技法运用自如。
潘康安说，
当举办方发下泥坯和
工具，
他也和其他选手一样，
马上动
手制作。当时已经辘出了两个漩涡
和大腿部位的纹理了，但是转念一

想，
“要是跟其他选手一样用这种辘
毛技法，
岂不是毫无亮点？
”
潘康安马
上把辘毛的纹理全部抹掉，
重新用钤
毛技法来制作。
用钤毛技法制作出来的动物，
具
有独特的纹理效果，
每钤压一次，
只
能压出一条半圆线条，
制作上比较耗
时，
难度也比较大。别的选手都用辘
毛技法，
唯有潘康安用钤毛技法，
其
作品最后能够脱颖而出，
也是理所当
然了。
“真正开始用这种胎毛技法其
实是在一年多前。”
潘康安说，自己
很早就已经接触过很多前辈的作
品，
通过不断的观察，
很多都入脑入
心，所以使用起来便能达到胸有成
竹的地步。
“用石湾传统胎骨出毛技法之一
的钤毛技法来制作，
生动地表达出牛
身上的漩涡纹理，
整个作品的毛发纹
理走向自然流畅，
是一件技艺娴熟的
胎骨出毛作品。
”
比赛现场，
中国陶瓷
艺术大师、
佛山市工艺美术学会会长
封伟民，
对潘康安制作的作品《牛》给
予了高度评价。

潘康安在比赛现
场制作作品。
甘国华 摄

》谈工匠精神

坚守传承与坚持创新并举

1985 年，潘康安出生于广东
英德一个普通的家庭，对于陶艺
创 作 ，潘 康 安 并 没 有 觉 得 很 难
学，
“从小就酷爱制作手工，也许
是受到父亲的影响。”潘康安的
父亲擅长做编藤，家里的大小家
具都出于父亲之手。因为热爱，
潘康安对陶艺创作很有天赋，而
他能一直坚持陶艺创作，也离不
开家人的支持和帮助。
2002 年，潘康安跟随表叔来
石湾开始学习陶艺创作，但由于

缺乏基础，他选择到广东省陶瓷
职业技术学校深造学习。从艺
至今，广东省陶艺大师黄焯南是
对潘康安陶艺生涯影响最大的
一位师傅，职校毕业后他就一直
跟随黄焯南直到今天。
“亦师亦友”，潘康安这样评
价自己与黄焯南的关系。在创
作过程中，他们师徒之间平等相
处，两人经常会产生不一样的意
见，在磨合中不断进步。坚持原
创是两人笃定的观念，
“ 陶艺种

安仔提醒海岛游要关注天气预警，
不要冒险出海

这些自救技能要提前了解
当地时间 7 月 5 日
17 时 45 分左右，
“凤凰”
号和“艾莎公主”号在泰
国普吉岛附近海域突遇
特大暴风雨，船只发生倾
覆并沉没。两船上共有
127 名中国公民，其中有
5 人未登船，实际登船人
数为 122 人。据最新消息，目前翻沉事故的总遇难人数已
达 45 人，其中 44 人为中国公民，仍有 2 人生死不明，中方
派出的搜救队与泰方仍在全力合作开展搜救。
每当暑期旅游旺季来临，海岛游就成了中国游客遇险
的重灾区。据统计，仅 2017 年上半年在泰国旅游的中国游
客溺水死亡人数就高达 74 人。
海岛旅游是很多人的首选，但是在放飞自我、享受海上
美景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人身安全。具体要注意
哪些事项呢？安仔提醒，要牢记以下要点。

出海前关注天气预警
近期，包括热门旅游地泰国
在内的东南亚各国都已进入雨季，
当前天气多变，
海面不确定因素增
加。因此，想要出海游玩，一定要

注意，出海前应关注天气情况，遇
风大浪急等恶劣天气或海滩插有
红色警示旗时，
千万不要冒险出海
或下水游泳。

正确穿戴好救生衣
很多海上事故（包括此次泰
国翻船事故）中，很多人明明穿了
救生衣，
却因为穿戴不正确而没能
生还。那么，
救生衣到底该怎么穿
呢？救生衣大致分为船用救生衣、
海上工作救生衣、休闲救生衣、海
用救生衣四类。穿海用救生衣时，
一定要把大腿根的两根带子固定
好。

掌握五大自救技能
1、
一般来说不鼓励先跳船，
因
为在水中，人体的体温丧失很快，
而且也可能会被水流带走。环境
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跳船，
注意避开
浅滩礁石。要迅速离开沉船，
如果
船只倾覆，
一定要向船头船尾跳。
2、一旦落水，一定要迅速离
开船体，以防被漩涡再次吸入船
只。同时应仰起头，使身体倾斜。
保持这种姿态几秒钟后，
借助救生
衣的强大浮力，
就可以慢慢浮上水
面。

■温馨提醒

1、
与同伴互相取暖
遇到漂流状况时，
如果同伴
们都在身边，
就互相配对以背对
背的方式来取暖以维持体温。不
要刻意的依靠运动来保持体温，
不断刻意循环地动作反而让体温
更容易流失。
2、
避免脱水状况产生
晕船（海）可能会增加脱水
状况的产生。在海面上求生，
为
求避免脱水，
应该尽量减少上厕
所的次数，
让自己保存水分于体
内，
如果感到不舒服，
也不要藉由
呕吐来让自己舒服些。
漫画/李世鹏

穿好救生衣，上船以后还要
认真观察，
首先要留意船上的应急
标志，
比如逃生通道、
上下楼、
甲板
集合点等。尤其要事先看好一些
物品的位置，比如救生衣、救生圈
等。危险发生时，
要第一时间找到
这些救生用品，穿戴好后，迅速奔
向甲板的集合点，
寻找救生艇等设
备帮助逃生。

3、会游泳不等于会自救。落
海后不做不必要的游泳，
要保存体
力等待救援。
4、
不会游泳的自救方法：
往下
沉时，
要保持镇静，
紧闭嘴唇、
咬紧
牙齿憋住气，不要在水中拼命挣
扎，
应仰起头，
使身体倾斜，
保持这
种姿态，
就可以慢慢浮上水面。
5、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保持体
力，当有人员来救援时，要利用救
生衣上的哨子、反光器材，引起救
援人员的注意。

3、
处理盐水造成的痛处
身体长时间浸泡在海水或许
会引发皮肤出现伤口，
身上原有的
水泡或是疤痕可能会有化浓或是
再度撕裂，
此时我们除要避免触碰
伤口外，
还要利用淡水来冲洗。

扫码
一下
了解更多安
全知识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赵天雅 通讯员 彭小婷

类、题材每天都要追求新鲜感，
追求创新，不与市场上的作品雷
同。除非客户指定制作某样产
品，否则我们不会创作相似的作
品。
”
“传统的东西一定要传承，
但 一 定 要 用 新 的 观 念、新 的 思
想，让创作有变化。”对于工匠精
神的理解，潘康安觉得陶艺制作
除了需要传承传统外，还要善于
思考，每一样作品都要创新，要
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这辈子都会
从事陶艺创作
“虽然这次是因胎毛技法获奖，
但我最喜欢的是写意风格陶塑。
”
潘
康安最擅长做古装人物，
对服饰、人
物的相貌特征都比较了解、熟悉。
在创作的众多作品中，
《冷眼观螃
蟹》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也是最
能代表他创作风格的作品。该作品
今年获得第九届广东省陶瓷艺术创
作设计创新作品评比暨第七届广东
省陶瓷艺术精品展金奖，还入选了
第三届广东当代陶艺展。
陶瓷雕塑是一种传统的造型艺
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吸收了很多
中国绘画的创作技法，其中最明显
的一点就是对于意境的追求——重
神似，
轻形似。
潘康安的作品吸收了国画写意
的表现形式，
意到即可，
不讲究绝对
准确的结构和逼真程度。
“我不想将
自己的作品做得面面俱到”
，
潘康安
认为，石湾公仔归根到底也是属于
雕塑的一类，有些雕塑专家甚至认
为“ 石 湾 公 仔 就 代 表 了 广 东 的 雕
塑”，但石湾公仔有其自身的特点，
它不等同于现代的雕塑。
潘康安告诉记者，现在石湾陶
艺界有不少陶艺家在创作陶艺作品
时不由自主就往现代雕塑的方向
走，于是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成为变
了味的
“现代雕塑”
。
“这辈子都会从事陶艺创作，
没
想过干别的。”对潘康安而言，从事
陶艺创作 16 年，
对陶艺创作始终保
持着一腔热血，未来也会沿着这条
路一直创作下去，将石湾陶塑代代
传承。

文/珠江时报记者 黄瑶

“5 万抵 15 万”牛皮吹破
购房者状告中介公司
法院判决解除 VIP 优惠申请书，中介公
司向购房者返还 5 万元及利息
珠 江 时 报 讯（记 者/杨 汉 坤
通讯员/禅法宣）
“5 万抵 15 万”，
看 到 这 样 的 购 房 优 惠 ，你 心 动
吗？市民赖先生就心动买了房，
不料优惠却未兑现，遂状告地产
中介公司。昨日记者从禅城法
院获悉，该院判决地产中介公司
向赖先生返还 5 万元及利息。

■案情回顾
“5万抵15万”
优惠未兑现
2016 年 7 月，赖先生看到某
楼盘的“5 万抵 15 万”优惠广告，
心动的他与佛山一房地产中介公
司签订了 VIP 优惠申请书，约定
缴纳 5 万元 VIP 优惠费，购买其
合作伙伴旗下的项目房产一套，
可 享 受 开 发 商 15 万 元 的 优 惠 。
因对一套房产有购买意向，赖先
生向该公司支付了 5 万元 VIP 优
惠费，后公司出具了相应收据。
同时，赖先生与开发商签订了《商
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该套总价
717835 元的房产。
赖先生称，事后中介公司却
未 按 照《VIP 优 惠 申 请 书》中 约
定，使其享受到 15 万元的房价优
惠。就相关问题，赖先生找中介
公司与房产开发商进行沟通，双
方均不能给出满意答复。

■法院判决
返还 5 万元并赔偿利息
经法院查明，赖先生的起诉
状于 2017 年 7 月 6 日送达给中介
公司。经合法传唤被告中介公司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其未作答
辩，
在诉讼中亦未举证。
禅城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
查明的事实，赖先生已依约履行
了合同义务，中介公司至今未履
行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赖先生主张解
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情
形，对其主张解除合同的诉求，
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合同法》
第九十七条的相关规定，中介公
司应返还 VIP 优惠费 5 万元给赖
先生。
法院同时指出，虽然案涉合
同有“购买其合作伙伴旗下的项
目房产一套，缴纳 5 万元 VIP 优
惠费，可享受开发商 15 万元的优
惠”的约定，但该约定属于为案
外人开发商设定的义务，开发商
非案涉合同的相对方，该约定属
于效力待定，依据查明的事实，
当事人并未举证证明开发商对
该约定予以追认，因此该约定无
效。赖先生据此主张中介公司赔
偿损失 10 万元，缺乏依据，法院
不予支持。赖先生因解除合同所
产生的损失应为其交付 VIP 优惠
费的利息损失。
最终，禅城法院依法判决赖
先生与中介公司签订的 VIP 优惠
申请书于 2017 年 7 月 6 日解除，
中介公司向赖先生返还 VIP 优惠
费 5 万元，
并赔偿利息。

■法官提醒
要核实购房优惠宣传
虽说“以钱抵钱”的优惠很诱
人，但其中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
这需要购房者仔细甄别。在此，
法
官提醒广大购房者，
面对中介公司
或房产开发商作出的优惠宣传要
保持冷静的态度，切忌盲目、冲动
购买。另外，
购房者与中介公司签
订有关的优惠合同时，
要跟房产开
发商核实清楚优惠内容的真实性，
千万别轻信中介公司作出的承诺，
应要求中介公司及房产开发商将
相关承诺附在合同协议中，
以保障
自身的购房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