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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定窑重燃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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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安全带、不占用应
急车道、不分心驾驶、文明
礼让通行等一些“小细
节”，往往关系“大安全”。

12月2日是我国第七
个交通安全日，今年的主
题是“细节关乎生命、安全
文明出行”。为此公安部交
通管理局对当前常见危害
安全的小细节进行了盘
点，并提示大家不要让这
些“小细节”成为危害人身
安全的“杀手”。

细节一：经过十字路
口提前减速，车速控制在
30km/h以内，右脚始终保
持在刹车上。

细节二：绿灯起步时
不要猛踩油门，防备两侧
有尚未通过路口的行人、
非机动车突然出现，经过
路边停驶车辆时，做备刹
车操作，防备“鬼探头”。

细节三：在照明条件
良好的城市道路上夜间行
车，禁止使用远光灯；遇对
向远光灯，可切换远、近光
灯提醒，并适当减速；遇后
方车辆开远光灯可适当减

速让其先行。
细节四：经过公交站

应提高警惕，拉开与路边
公交车的横向距离，防止
公交车头有行人突然跑
出。

细节五：转弯应提前
观察自己即将经过的整个
弯道轨迹和周边交通参与
者的状态，入弯时避开盲
区危险。

细节六：前方是出租
车时要防范其随时刹车，
左前方是出租车时要小心
其突然向右变道，路边客

人的举动会随时影响出租
车的轨迹。

细节七：停车等红灯
时，应与前车保持一把方
向能开出的距离，停车减
速的过程中从后视镜观察

后方情况，如遇后方有刹
不住的车辆可以即刻逃离
危险区域。

细节八：黄灯亮起时，
切不可加速抢行过路口，
否则极易引起严重交通事
故，宁等三分不抢一秒。

细节九：斑马线上常
有行动缓慢的老人、没有

安全意识的儿童，养成斑
马线前提前减速、停车让
行的好习惯能让自己少一
些意外麻烦。

细节十：超越并行的
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
时，应尽量与其拉开横向
距离，防止其突然变道或
摔倒在车轮底下。

细节十一：支路汇入
主道时，特别是一些不起眼
的小路汇入车速较快的主
道，应减速或停车观察主道
车辆情况，确认主路安全距
离内无来车，再果断汇入。

细节十二：行经路旁
停有车辆的路段，或从排
队等待通行的车辆旁边经
过时，应提高警惕减速备
刹，防止车辆中间窜出行
人或电动车。

细节十三：堵车或道
路通行缓慢时，大车因为
起步慢，车前常会留出一
个空当，小车尽量不要贴
近或挤进这个空当，大车
的车头盲区可能会导致司
机“视而不见”引发事故。

细节十四：上车前绕

车一圈，察看轮胎及出车
库的路线，需要倒车时关
闭音响、打开车窗，以最慢
的速度倒车并轮流通过三
个后视镜观察后方情况。

细节十五：超车时应
避免右侧超车，若在最左
侧车道行驶时遇前方车辆
压速占道，可通过闪灯、鸣
笛提醒其让道。若前车置
之不理，可在确保安全的
情况下向右变道，加速驶
离。切不可采取别车、急刹
逼停等动作进行报复。

细节十六：在双向两车
道路段或没有中心线的道
路上超车，应选择线形平
直、视野开阔的路段，确认
对向无来车后，通过灯光、
鸣喇叭等与前车进行互动
后果断向左变道，加速超
车，与被超车拉开安全距离
后立即返回原车道，切不可
与被超车辆长时间并行，禁
止长时间占用对向车道逆
行；若道路中间是实线，禁
止变道超车。

细节十七：跟车应保持
安全距离，行驶轨迹可略偏

向车道左侧，以便越过前车
观察前方路况。前方是大车
时，应找准机会及时变道，没
有变道时机则要加大跟车间
距。车速低于30km/h时可适
当缩短车距，但必须保证留
有前车急刹时自己能一脚刹
住的安全距离。

细节十八：弯道禁止
超车，入弯前适当减速，防
止弯内速度过快造成车辆
失控，过弯时车辆靠右侧
行驶，禁止压中线过弯，入
盲弯前鸣喇叭示意，提防
对向也有车辆过弯。

细节十九：停车开车
门时，应先通过后视镜观
察后方有无其它交通参与
者，采取荷式开门的方式，
可以避免开车门引发的事
故，驾驶人也应该提醒乘
客先观察再开车门。

细节二十：进入居民
区小街巷内，要小心有蹲
在地上玩耍的小孩，特别
是转弯时车头盲区加A柱
盲区双重风险，应挺直身
体减少车前盲区，并尽可
能打开车窗减速慢行。

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
院，收藏着一件今人仿制
的北宋定窑白釉孩儿枕。
这件作品瓷质细腻，婴孩
匍匐于椭圆形床榻之上，
双脚交叉扬起，颇显顽皮
可爱，完美“还原”了国宝
级文物的悠悠古韵。

这份来自已故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陈文增的“神
还原”作品背后其实历尽
艰辛，谁能想到定瓷烧制
工艺曾一度失传800多年。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
家政策的扶持下，河北省
曲阳县的瓷器匠人们通过
千万次的研发试制，花费
40余年艰难求索，终于使
得定瓷烧制技艺重返人
间，焕发新生。

千年美学在手中盛放

定州花瓷瓯，颜色天
下白。

作为宋代“五大名窑”
中唯一的白瓷，定瓷以其
质薄有光、温润纯净闻名
于世。据专家考证，定瓷发

源于河北曲阳，始于唐，兴
于宋，失于元，失传800余
年。

20世纪70年代，河北
省开始筹备定瓷烧制技艺
恢复工作。1978年，曲阳正
式成立定瓷实验小组，如
今赫赫有名的“定瓷三杰”
———陈文增、蔺占献、和
焕，便是小组的核心成员。

恢复工作刚展开，成
员们便遇上了十分棘手的
难题：历史上竟从未留下
有关定瓷生产工艺的只言
片语。“没有文献参考就去
着手恢复，难度非常大。”
和焕说。

器型、刻花纹饰、土质
配比、釉料……这看似普
通一抔泥土烧制的器物背
后，藏着今人难解的密码，
没有古方指引，只能通过
千万次的尝试去接近。

首先摆在面前的问题
是还原器型。为了还原造
型设计，和焕专程去定州
博物馆模仿绘制定瓷纹
样。白天绘图，晚上整理，
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都

得忙到深夜。
造型设计可以通过肉

眼观察去反复临摹练习，
最难的是泥质和釉料的配
比。为此，蔺占献记不清自
己跑了几百次到古定窑遗
址找标本、编年、检点分
期，寻找共性，然后根据化
验结果对比分析，最后还
得去灵山、涧磁一带匹配
料场和原料。

渐渐地，他们烧制的瓷
器刻花越来越流畅，胎体质
薄透光，颜色温润如象牙。
2008年，“定瓷烧制技艺”被
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至此，千年前的宋人美
学终于在他们手中盛放。

古定窑焕发新光彩

“太漂亮了。”和焕把
玩起弟子最新做出的一套
茶具，赞不绝口。阳光透过
玲珑的玉兰花盏，散开暖
黄的光晕，这个做了一辈
子定瓷的匠人脸上依然流
露出小孩子初见玩具时的
天真和欣喜。

这套茶具是弟子韩庆
芳众多原创作品中的一
种，并不属于仿古范畴。在
定窑恢复发展的前20年，
匠人们一直把自己圈在仿
古的思路里，“其实限制了
定窑的发展。”和焕说。

“1997年香港回归，是
定窑发展的转折点。”和焕
回忆说，那一年她和陈文
增按照中央美术工艺学院
的命题，自主设计的两件
作品入选香港回归当代十
大名窑作品展。

他们意识到，脱离市
场需求，一味追求复古，路
会越走越窄，必须用市场
调研，用自主创新，用品牌
打开市场。

创新的主题确定了，但
是切入点在哪里呢？书画功
底深厚的陈文增想，不如从
自己最擅长处下手尝试。他
开始创作“瓷、诗、书”三联艺
术瓷，没想到小试牛刀竟然
大获成功。多件作品被人民
大会堂、国家博物馆以及英
国珍宝博物馆等珍藏。此外，
和焕的创新作品“祖国万岁”

被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收藏……他们个人风格显
著的创作作品渐渐在高端
收藏艺术瓷市场打下了一
片江山，也给曲阳定窑产业
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如今，曲阳已有100余
家定瓷生产厂家和手工作
坊、2000多名从业人员，产
品风格覆盖仿古到现代，
年产值达到2亿元，定瓷成
为曲阳重要的经济产业和
文化名片。

御用瓷走进百姓家

定窑第二代传人、陈
文增弟子庞永辉认为，优
秀的文化要繁荣起来，还
是得找到市场。过去是先
服务社会满足需求，在发
展中形成了文化；如果抓
住文化不放，而忽略了实
际需求，这是一个误区。

在庞永辉看来，定窑
发展面临转型———曾经的
御用瓷器，收藏市场上的
天之骄子，如今也应该走
进千家万户，而不该拘泥

于小众的艺术市场。从
2013年开始，庞永辉便有
意识将公司定窑生产从高
端艺术瓷更多转型到日用
瓷市场，从过去70%销售的
都是高端大师作品，到现
在70%已经转变为日用瓷。

从高端到平民，定瓷
的转型并没有面目全非，

“雅致、含蓄、内敛的核心
文化元素和近乎严苛的品
控，是定瓷发展遵循的铁
律。”庞永辉说。

陈氏定窑车间外有一
堵出名的“残次墙”。铁丝
网下，这些瓷器柔白精美，
常人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缺
陷，然而碗底的一个小黑
点，碗沿上的一点小瑕疵，
这些都是不合格因素。每
天，工人们都会把不合格
的定瓷收集起来统一销
毁。“这是定窑的不变追
求，”庞永辉表示。

“定窑发展追求的不
是影响力，而应该是对人
们社会服务品质的提高，
这是方向性的东西。”庞永
辉说，“我们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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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日：生命安全20个细节
文/新华社记者 王 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