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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颗坚果壳做黄金盔甲、68个
易拉罐仿制苗族全套头饰、耗时两个
月用花丝镶嵌仿制霸王别姬中虞姬的
如意冠……所有常人想不到的创意、
不敢想的创作，在手工匠人雁鸿手里
全都成了真。

今年 5 月，雁鸿用易拉罐还原
《甄嬛传》里华妃头饰的视频又在微
博走红。在热搜讨论中，所有的声
音都在夸赞，但雁鸿自己清楚地知
道，这次突破了哪个方面，哪里还需
要提升。

一个月设计7个头饰
“那是激情澎湃的一个月”

从 2018 年 9 月发布第一个视频
制作绒花，到近期视频中还原吴道
子《八十七神仙卷》中的造型，在不
到两年半的时间里，雁鸿的成长可
谓突飞猛进。让人难以相信的是，
这个包揽了从设计图到妆面、再到
头饰制作的女生，在今年 5 月拜师
前，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习和
训练。

雁鸿从小就表现出了绘画方面的
天分，她爸爸是一名美术老师，在给一
年级学生上课时，会顺带“捎”上四五
岁的雁鸿。雁鸿记得，有一次在课堂
上，爸爸教学生画了一个瓢虫，“我跟
着画就画得比较好，那个时候爸爸就
发现我比较有天赋。”从那以后，雁鸿
就经常用粉笔画画，家里的墙上、地
上，甚至隔壁邻居的墙上，全是她的粉
笔画。再大一点，她还经常被推荐到
县上参加绘画比赛。

从护理专业毕业后，雁鸿顺理成
章地成为了一名护士。两年后，她辞
去了护士的工作，在丈夫的支持下开
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她开过格子
铺，当过化妆师。也就是在当化妆师
的这段时间里，雁鸿一边做婚礼跟妆
工作，一边制作头饰。2018年9月，她
在网站上放出了第一支视频——制作

《延禧攻略》中富察皇后头上所戴绒花
的过程。

直到2020年6月1日成立工作室
之前，雁鸿发布的视频都是由丈夫录
制，自己一个人动手做。然而工作室
成立之后，雁鸿的压力反而陡增：“一
个人的时候，可以不计时间地做，一个
月出一个视频也可以。但当大家的希
望都在我身上的时候，压力是非常大
的。那时候有活动找到我们，就只是
想，可以接。”

雁鸿回忆说，最忙的时候一个月
设计了 7 个头饰，全都是苗银头饰、
黄金盔甲这样的重工，而且所有的工
作都需要她一个人来完成。雁鸿直
言：“太痛苦了。每天只能睡三四个
小时，有一个星期几乎是天天通宵，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不
过，面对这样突破自我脑力和体力的
工作，雁鸿也有些兴奋：“那是激情
澎湃的一个月。在那样的情况里，头
脑是很活跃的，通常半小时就能拿出
创意来。”

从爱好到传承非遗技艺
拜工艺美术大师倪成玉为师

除了制作“华妃头饰”这样的复原
作品，雁鸿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她自
行设计并制作的原创系列。有好几个

“出圈之作”——《山海经》系列之西王
母、苗银头饰等，都属于这个系列。

谈到现在的创作，雁鸿说，像“华
妃头饰”这样的仿制，其实是自己定的
一个标准：每“涨粉”十万，就做粉丝们
想看的头饰。但按照自己的想法，即
便比仿制难度高很多，还是更偏向做
原创作品。

在雁鸿的原创作品中，《山海经》
系列已有9个作品，除此之外，还有以
精卫、三星堆青铜神树、莫高窟壁画等
为灵感创作的头饰和妆容。谈及灵感
的抓取，雁鸿告诉记者，这一部分才是
最难的。起初自己通过电视剧、绘画
来寻找灵感，现在已经改从神话书籍、
古代壁画和文物中抓取灵感。

走进雁鸿的工作室，正对面就是
个一人高的书架，上面放满了书，既有

《观山海》《洛煌笈》这样的国风绘本，
也有《珠宝首饰制作工艺手册》《高级
珠宝设计手绘技法》这样的专业书籍。

近几期的视频中，雁鸿不再是单
单展示头饰的制作过程，还增加了对
传统服饰、技艺的介绍，这是她热爱、
且愿意学习的传统文化。她在 5 月 7

日发微博说，已经拜师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倪成玉，跟随老师学习非遗银花
丝的工艺。

“现在的计划，第一步肯定是先把
自己的专业知识学扎实，跟着师傅努
力地先把花丝镶嵌做出来。第二步就
是结合我们的传统工艺，给大家带来
更多的作品。”从手工达人到手艺匠
人，雁鸿一直走在自我突破的路上。

也许在外行看来，雁鸿已经达到
了“手工大神”的程度，但她却说：“可
能有些人觉得按照粉丝的标准就可
以了，但我有自己的标准，比如说我
今天看到哪个好作品，我就想按照那
个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不是用以前的
标准。”

拜师后，她将和倪成玉老师合作，
一同设计一个蝴蝶牡丹的花冠。雁鸿
对这次学习期待不已：“这是师傅带我
做的第一个作品。目前我的手艺还不
能完成，所以我正在学习。我觉得再
过一段时间，应该就可以慢慢地着手
去做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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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
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
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
社会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
料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
代表中国力量的新青年；与
此同时，也可以在封面新闻
微博、微信等平台的相关稿
件下方留言，欢迎向我们推
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
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
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
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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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间阴有分散阵雨

偏北风1-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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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1- 2级

2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106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优：泸州、广元、遂宁、南充、广安、达州、
巴中、攀枝花、西昌、马尔康、康定
良：雅安、资阳、德阳、绵阳、自贡、内江、
眉山、宜宾、乐山

2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6月23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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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7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从手工达人到手艺匠人

凭手艺上热搜的雁鸿：
我有自己的标准

雁鸿正在制作新的作品。

雁鸿用易拉罐制作的头饰。

超级大乐透第 21071 期全国销售
285731730元。开奖号码：08、11、16、29、
35、01、04，一等奖基本 9 注，单注奖金
6287890元。追加5注，单注奖金5030312
元。二等奖基本79注，单注奖金192242
元。追加21注，单注奖金153793元。三
等 奖 309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596211840.4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164 期 全 国 销 售
30366230元。开奖号码：137。直选全国
中奖16609（四川727）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27256（四川1302）注，
单注奖金173元。37273082.99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164 期 全 国 销 售
14093740元。开奖号码：13762。一等奖
42注，单注奖金10万元。396879166.5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8月23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