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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访谈

信息时报讯（记者 郭展鹏）

周承杰

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 1998年入读广州

市轻工技校工艺美术专业，2008年毕业

于广州美术学院。 2001年，他进入广州

市织金彩瓷工艺厂工作，擅长花卉和仿

古人物、现代人物的绘画，曾任广州市

织金彩瓷工艺厂设计室主任、 副厂长。

2008年， 周承杰荣获由广东省委宣传

部、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评选的广

东省“新世纪之星”荣誉称号；2009年，

他开办“逸彩工作室”，专心研究、设计、

制作广彩精品瓷。 2013年，被评为“广州

市工艺美术大师”。

发掘面临失传的技法

周承杰的工作室内摆放着各式各

样的广彩作品，画面堆金织彩，栩栩如

生， 显眼位置处更是摆着他收藏的古

董———清嘉庆、 道光年间的广彩外销

品。 这些都是周承杰从国外买回来的。

指着茶几上一套普通的广彩杯碟，

周承杰介绍，制作它们需要长达一周的

时间，可想而知稍微复杂的广彩作品制

作耗时会更长， 如果没有兴趣和热情，

很难坚持下来。 虽然已经“晋升”为“广

州市工艺美术大师”， 周承杰仍然保持

钻研、好学的态度，近期他又将钻研的

目光投向从国外购买回来的清朝古董。

广彩是广州传统民间工艺“三雕一

彩一绣”中的“一彩”，是釉上彩瓷艺术

的简称， 亦称“广东彩”“广州织金彩

瓷”。 广彩瓷具有图案饱满、色彩绚丽、

人物众多、做工精细等特点。清朝中叶，

广州曾是全国唯一对外贸易通商口岸，

每年有大量外国人来做生意。外国商人

将有特色的中国商品带回本国，广彩即

为其中之一。 周承杰介绍，欧美地区热

衷收集广彩，清乾隆、道光、嘉庆年间广

彩大量出口。这个时期的广彩作品人物

刻画、服饰设计较为细致。 他指着一款

古董说：“你看这瓷器上画着的人物，可

以看到人物服饰上绣有锦团，衣服纹理

清晰，蝴蝶细节也有刻画。 ”到了清朝后

期，广彩瓷器上的人物服饰图案已经消

失，器物制作的细致性与清中期略有不

及。

现今的广彩作品， 以批量生产为

主，好处是质量容易控制，缺点是缺失

个性，易于同质化。同时，由于历史因素

等原因，导致部分技艺流失，周承杰从

国外购回清朝的广彩作品，仔细观摩研

究，发掘该时期的技法。“掌握以前作品

的特点后， 我会在创作时加入这些技

法，在作品中重新展现。 ”他希望能重新

找回细致刻画的元素，添加到新创作的

作品中，使其充满个性，让各个时期各

具特色的广彩技法在新作品中融会贯

通，再次呈现。

坚持学习打磨技艺

走进周承杰的创作空间，你会看到

工作台上有一条很大的管道连着墙身，

这是用来吸走油漆的味道。尽管有此装

置， 但工作间内仍然能闻到刺鼻的味

道。周承杰每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坚

持研究、创作。

还是学生时代，周承杰就对广彩这

项民间传统工艺有着极大的热情，经常

一练就是10多个小时。 在不懈努力下，

他很快成为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翟惠玲的“关

门弟子”，开始深入学习广彩传统技艺、

花式、花卉和仿古、现代人物造型。几年

后， 他的作品《羊城新八景》《闲乐图》

《八仙》 等陆续在各类展览和比赛中获

奖，成为广彩界不容小觑的后起之秀。

在“羊城美景”征集活动中，周承杰

和师傅制作的“广州景色”广彩系列瓷

盘作品备受好评， 其中包括小蛮腰、陈

家祠、五羊雕像、镇海楼、中山纪念堂、

南海神庙、珠江、西关大屋等八款，还绘

有红棉花、泮塘五秀等本土元素，有别

于传统广彩大多以龙凤吉祥图案装饰

的风格，让人眼前一亮。“仅仅掌握熟练

的技法是不够的，创作出来的作品多是

模仿、重复。我们需要了解广彩的历史，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样才能形成自己

的风格。 ”

完成一件广彩作品，需要经过打墨

稿、描线条、填色、反复洗染、烧制等步

骤，每个环节都要用心，稍不留心就会

前功尽弃。 填色需要调制颜料，周承杰

表示，旧时调制颜料的配方只有师傅知

道，一对一传授给徒弟。由于历史原因，

传承青黄不接，因此近代广彩作品色彩

常见的颜色只有八九种。为了复原以前

的色彩，周承杰反复试验，一种颜色往

往需要长达数年时间验证。 传统黄色、

红色难以相融合，在一款画有金鱼的作

品中，他成功将黄色、红色配搭，攻破这

一难题。

周承杰经常对学生说， 从事传统

手艺要耐得住寂寞 ， 耐得住清贫 ，

“工艺这一行当， 十年磨一剑是很普通

的事情”， 他要求学生在日复一日的练

习钻研中提升自己， 追求完美和极致，

反复改良制作工艺， 才对得起传统的

手艺。

信息时报讯（记者 郭展鹏）

她喜欢

图书馆安静的环境，小时候立志要当图

书馆管理员。后来，机缘巧合下，她成为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讲解员。虽然从小

在西关长大，但她起初对十三行的历史

并不熟悉，为此她涉猎各种书籍，积累

知识。 现在，有专业人士听过她的讲解

后，对她说：“我觉得你是讲解最专业的

一位。 ”她叫黎

偲

敏，曾获得“2018 年广

州旅游金牌讲解员”称号。

工科生转型成为讲解员

尽管大学时修读的是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但是黎

偲

敏一直希望能

找一份与文博沾边的工作。毕业后，她的

第一份工作是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当

讲解员。入职第一个月，该馆对新入职员

工进行集训。 工科毕业的她每天都要熟

记大量知识。“幸好我自小喜欢文科，所

以对我来说难度不大。 ”集训“出关”后，

黎

偲

敏已是一名合格的讲解员。

2016 年 12 月， 黎

偲

敏来到广州十

三行博物馆。 起初，她对十三行的历史

了解并不深入，仅有的认知还是上学时

从历史课本上知道的。 为此，她看了大

量书，汲取历史和文物知识。 广州十三

行博物馆内藏品众多， 对于讲解员来

说，最难的是如何在介绍时将单独的文

物个体串联起来， 将文物故事前后相

接，形成一个整体故事。 黎

偲

敏的秘诀

是熟悉背景知识。 为此，她空闲时便看

书积累知识， 一个专题一个专题集中

“攻克”。

专业讲解赢得好评

黎

偲

敏的讲解内容并不是千篇一

律， 她会根据群体的不同反应作不同处

理。 工作中， 她会遇到专业人士。 她不

清楚每位参观者的背景， 每当她讲解

时， 参观者抿着嘴笑， 她便知道这是专

业人士。 等她讲解完， 专业人士会反

问， “那你知道这有什么用吗？” 她会

趁此机会与专业人士交流， 将困惑已久

的问题抛出。

5 月中旬，黎

偲

敏接待了几位来自

澳门的专业人士，那次是最长时间的一

次讲解，一共讲解了两个半小时。“一般

来说， 我们讲解是 1 个小时左右。 ”那

次，她每介绍完一件展品，参观者都会

追问，她会继续深入讲解。 虽然讲了两

个半小时，但是黎

偲

敏说，自己还有很

多“料”，还可以继续说。“他们比较关注

历史方面的知识，我便多讲一些这方面

的内容。 其实，文物方面内容我还可以

继续说。 ” 一位专业人士听完她的讲解

后表示：“我觉得你是讲解最专业的其

中一位。 ”

去年，黎

偲

敏参加了广州市旅游局

主办、 广州地区旅游景区协会协办的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 2018 广州

旅游‘金话筒’大赛”。 经过海选和初赛

环节， 黎

偲

敏从 1200 名选手中脱颖而

出晋级决赛，并以优良的表现成为十佳

选手，获得“2018 年广州旅游金牌讲解

员”称号。

虽然已经身经百战，但是也有难倒

她的时候。 对她来说，最难应对的是面

向幼儿作讲解。“小朋友年纪小，不能理

解历史，而且注意力容易分散。 ”她会着

重挑选小朋友感兴趣的展品作讲解。比

如船，她会根据不同类型的船，告诉小

朋友它们之间不同的用途。针对小朋友

注意力容易分散， 她会在适当时候提

问。有一次，她讲着讲着，一位小朋友走

到她跟前，牵起她的手，她有点吃惊。后

来，这种情况见多了，她明白这是小朋

友对她信赖的一种表现。

“这是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才会遇

到的情况，大家处于一种交流互动的状

态，我很喜欢。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

更多人了解十三行的光辉历史。 ”

海外淘回广彩，他只为研究流失技法

人物：

周承杰

，广州人，擅长制作广彩瓷，广州市工艺美术大师。

从专家到幼儿，都为她的讲解点赞

广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周承杰。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摄

人物：

黎偲敏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讲解员，获“

2018

年广州旅游金牌讲解员”称号。

“

2018

年广州旅游金牌讲解员”获

得者黎偲敏。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