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渑池的热情支持
成就一个彩陶工艺大师

渑池古属虢州，既盛产中
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澄泥砚，又
是仰韶文化的发现地。正是从
小的耳濡目染，让刘新安对传
统文化有了更深的眷恋。

上世纪90年代初，刘新安
和弟弟一起探索黄河澄泥砚制
作，数年的潜心研究和反复试
验，他们终于成功，并获得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局颁发的发明
专利证书。

2003年，在外地打拼的刘
新安接到当时渑池县旅游局的
朋友邀请：“回到渑池发展吧，
县里的旅游商品还是个空白！”
故乡的召唤，旧友的盛情，刘新
安二话没说，带着自己打拼来
的386万元，回到了家乡。

在当地，他租了几间民房，
建了一个不具规模的仰韶黄河
澄泥砚厂，日子过得忙碌充实。

“试试研究开发仰韶彩陶
制作吧，你有优势！”2004年，渑
池县当地领导到访时对他说，

“彩陶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等
同于仰韶文化，历史需要实物来
见证。这番话触动了热爱传统
文化的刘新安，他要用自己的双
手复原仰韶彩陶的制作工艺。

从此，刘新安和仰韶彩陶
结下不解之缘。

刘新安反复到仰韶文化遗
址查看，向彩陶爱好者以及当

地研究仰韶文化的专家、学者
取经。先掌握理论，后大胆实
践，反复揣摩先民的制陶技艺。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我终
于成功了！”半年后，刘新安的
第一批彩陶产品烧制成功。之
后，又耗时3年零7个月，研制
出用各种颜色泥土绘制彩陶的
方法，采用天然有机颜料彩绘，
制作出色彩更加匀称、更有古
韵的彩陶。

然而，2010年 7月24日，
一场特大洪水冲毁了他的设
备、厂房，连给客户交货的彩陶
产品都没了。但刘新安并没有
放弃，他开始二次创业。

“河南文改办的领导们，决
定拨付50万元，作为文化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资助我，县里还
给我专门划拨了5亩地，让我
的厂子免费使用50年。”说起
得到的帮助，刘新安感慨不已。

如今，渑池有了一位中华传
统工艺大师、河南省民间工艺美
术家、工艺美术大师。如今，渑
池生态园中，也有了这样一个彩
陶世界：以仰韶文化纹饰、符号、
图腾为装饰的实用形生活器皿，
富含仰韶文化图腾元素的灯杆、
灯柱、彩陶座椅、彩陶花盆、双联
壶形状的垃圾桶产品以及生活
实用产品，杯盘餐具，茶艺茶盏、
商务茶杯、文旅伴手礼产品随处
可见，古色古香、绚丽多彩，无不
彰显仰韶文化特色，仿佛置身另
一个世界。

24道工序 黄河泥“变身”
古色古香彩陶

选用优质陶土，加上一把
黄河泥，经过打磨、雕刻、烧制
等24道工序后，摇身一变，成
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彩陶。

刘新安带着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来到拉坯车间，近
距离感受一把黄河泥“变身”彩
陶的过程。

把醒好的泥打到拉坯转
盘上，启动开关，泥土就随着
转盘开始高速运转。接下来
是拉坯人员大显身手的时候
了。泥土在他们手中仿佛有
了生命，或拢或压或捏，轻轻
几下，就成型了，变成了一个
茶壶泥坯。

“我2013年毕业就来了这
里，一直做到现在，有时候还会
出错呢，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
能练成的手艺。”赵师傅边说边
做，一个茶壶坯又成了。“拉好
的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
才能开始印花，摆在陶艺车间
里。”刘新安说。陶艺车间异常
的安静，少了拉坯车间里机器

“嗡嗡”的声音。两个文静的女
孩儿盯着手中的陶坯，拿着细
毛笔屏住呼吸，一笔一笔勾勒
出仰韶文化元素。

“把仰韶文化元素绘到彩
陶上面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一会儿还要把晒好的坯上釉。”
一个女孩告诉记者，她正在绘

一个匠人：痴心“复活”仰韶彩陶
一个企业：不断创新追梦文化绽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王琛瑶 通讯员 孙猛 王峰 文图

一盏彩陶盐灯在夜色中发
光。古老器物和现代文明的碰
撞、融合，立刻柔和起来，陌生而
温暖，文化的气息弥漫开来。这
是刘新安和他的公司团队创作
的一款仰韶彩陶创意产品。

仰韶彩陶文化起源于新石
器时期，是仰韶文化的主要特
征，又被称为“彩陶文化”，庙底
沟类型的花瓣纹曲腹盆上的花
瓣纹纹饰被誉为“华夏之花·艺
术之源”。彩陶既是生活用具，
同时又是艺术品，成品颜色纯
正、彩绘美观、古色古香、绚丽多
彩，在我国美术史和装饰艺术史
上都享有盛名，被称为中华民族
远古文化的瑰宝。

作为仰韶彩陶代表性传承
人，三门峡市渑池县人刘新安和
他的团队，执着追求，从成功复
制出第一件仰韶彩陶作品起，再
也停不下脚步。

“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借
力‘一带一路’，让全世界的人们
都爱上中国的彩陶！”这是刘新
安的“毕生追求”。

制的茶杯，有一部分正在烧制当
中，“应该可以出窑了，我带你去
看看吧”。

烧制车间内，刘新安正在查
看刚出窑的产品，“烧制这些茶
具的温度大概在1290℃，烧出
来的东西才会洁白透亮、色泽
淳朴，而且不能有一点灰尘，否
则就会变色，得非常小心才
行。”慢工出细活。人工制陶虽
然产量低，但刘新安坚持了下
来。现在，他的团队每年可生
产仰韶彩陶复仿制品及工艺品
2万余件、黄河澄泥砚5000余
方。

6个人的研发团队
创作出140多种彩陶

陶艺车间内，一张长桌，几
把椅子，足足摆满两面墙的彩
陶，刘新安和他的研发团队就是
在这里，开发新的彩陶品种的。
记者到达的时候，刘新安和他的
团队，正在商量新一批的陶器制
作。

“普通的白釉涂上那么多青
釉肯定不太好看，我们可以试一
试用泼墨的方法。”在此工作了5
年的赵师傅提出建议。

“可以试试，本来我们追求
的就是‘中国风’，山水画的样式
应该不错。”刘新安肯定了他。

“还可以在上面画些仰韶文
化的图案。”

“也可以加入现在大家都喜
欢的生肖元素。”

…………
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屋子里，

诞生了140多个品种的彩陶，获
得国家专利87项。

“这是公司专门的研发团
队，负责研发创作，我们时常坐
在一起‘碰撞’灵感。”刘新安一
一给记者介绍团队的6名成员，
还展示了他们近几年来取得的
产品专利证书，足足摆了一柜
子，“这只是一部分，一共有80
多项专利，都是我们这几年在这
里研发出的成果”。

“传统文化最缺的是受众，
大家看不见、摸不着，缺少载体，
而彩陶就是载体。”刘新安一边
介绍一边检验新产品是否漏气，

“这是一窑上过釉的茶具，也是
团队前段时间刚创新的新物件，
造型简练、大方古雅，十分精美，
我很喜欢。”

刘新安介绍，目前，公司已
由单一的复仿制实现了向科研、
创新、实用的转变，先后开发出
14个系列，他本人也被评为省级

“仰韶文化（彩陶）文化代表性传
承人”。

“我们不想把彩陶‘框’起
来，让大家觉得遥不可及，更想
做一些家常的产品，有更加广泛
的受众，不仅仅限于商业、礼品

往来，要更多地走进融入百姓日
常生活中。”

心系文化交流 韩国高校为
他提供780平方米的“根据
地”

2010年，刘新安成立了河
南仰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开始
了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公司先
后被河南省授予旅游商品定点
生产企业、省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

走到公司展厅，记者注意到
一个角落放着一方卡通砚。刘
新安告诉记者，为了打造“传统
文化进校园”，他做了1100方卡
通澄泥砚，送给小学生，“孩子们
可能还小，不了解砚台，但大人
们会讲这是什么，慢慢地他们会
懂得更多”。

“我想把先人的智慧带到现
代社会当中去，让孩子们也了解
仰韶文化，喜欢彩陶。”刘新安
说。

展厅的二楼，在刘新安的办
公室挂一横幅——欢迎韩国安
东科学大学学生交流访问，墙上
还挂着“韩国安东科学大学指定
人才输送基地”的牌子，在房间
里格外显眼。

“我想通过彩陶让仰韶文化
再次叫响世界。”刘新安告诉记
者，2014年11月，韩国安东科学
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朴喜正、
副院长陈旭音一行4人，到渑池
进行为期3天的实地考察。同年
12月，双方在公司签订了共建中
韩仰韶文化交流中心的战略合
作框架意向协议，并聘请刘新安
作为韩国安东市仰韶文化暨国
学教育交流中心主任。

2015年5月，韩国安东科学
大学在韩国，为公司提供了总价
值800万元人民币的房产，面积
780平方米，使用权限为五年，作
为中韩文化交流中心在韩国的

“根据地”，同时建设一个仰韶文
化交流中心的展厅。同年6月，
展厅开始展出中国的彩陶艺术
复制品，以及代表传统文化的

“四大名砚”、文房四宝、石刻印
章、字画等艺术品，总价值100
多万元。

“当时站在展厅里，看着人
来人往，每个人看着展品都新奇
得很的样子，我觉得值了！”提到
这里，刘新安还是觉得很开心，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韩国的仰
韶文化展厅当时还成了韩国媒
体的热点新闻，在韩国国家电视
台、庆尚北道省电视台、韩国安
东市电视台、报纸、网络媒体上
都进行了宣传报道。”

今年10月，刘新安再一次
去了韩国安东市布展。同时，这
几年里，刘新安还去了泰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计划紧

跟中国国际商会三门峡贸促会部署的
“一带一路丝路行”计划，不错过任何出
国展示仰韶文化的机会。

盯准市场紧跟时代
用不断创新实现文化梦想

想要把仰韶文化发扬光大，就要紧
随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

为此，河南仰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建立了互联网销售渠道，把产品放在互
联网上出售，甚至远销海外。

“收入不多，但我还是很开心，一方
面我们不固守传统，开拓了新的营销渠
道，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彩陶
了。”刘新安说。

为了更深层次地挖掘开发仰韶文化
的艺术精髓，刘新安还开发注册了“原始
部落彩陶坊”“韶韵轩”“仰韶陶艺”三个
商标，将现代元素与家居实用、城市公共
艺术相融合，成功开发出城市景观雕塑
系列、艺术墙体彩绘浮雕，以及家用的豆
芽罐、盐灯等系列产品，让仰韶彩陶进入
家庭，进入日常生活中。

“目前，我们主要是以城市雕塑为载
体，把仰韶文化的元素及符号在三门峡
乃至全国范围内推广，去展示仰韶文化
的魅力。”河南仰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新军告诉记者，下一步，公司计划
在仰韶村文化遗址建设一个DIY陶吧，
让普通群众及游客可以参与制作彩陶弘
扬仰韶文化，通过将仰韶文化与城市公
园、广场、路灯杆、步道砖、地雕等相结
合，擦亮城市名片。

“2021 年是仰韶文化发现 100 周
年，这是百年的盛事喜事。我们希望在
渑池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
通过自身技术优势把城市景观雕塑做出
特色，尽最大努力彰显仰韶文化魅力，向
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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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彩陶盐灯

仰韶彩陶盐灯

刘新安制作彩陶

制作彩陶坯

向收藏爱好者介绍仰韶彩陶

工作人员正在绘制彩陶

刘新安向大家介绍双联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