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马梦飞

左手放在膝盖上，右手拿着画笔勾
勒，背脊挺直，眼神随着画笔来回游走。

这是钟倩难得的一个闲暇上午，她
正在对临摹的拉斐尔《圣母像》进行完
善，这幅临摹作品她已经画了很长时
间。事实上，钟倩是一名壁画师，她的

“画板”更多是一面巨大的墙壁，而今年
是她入行的第4个年头。

钟倩今年26岁，成为壁画师之前，
是一名珠宝设计专业的学生。

作为一名不算常见的壁画师，与其
他画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更累、更苦、
更“邋遢”！钟倩无奈一笑。4年来，她从
一个半路出家的新人，到拥有一家小有
名气的工作室，已累计完成约4000平方
米面积的壁画，既有路边设施美化，也有
餐馆酒吧涂鸦、景区巨型壁画等内容。

放弃与追求
成为壁画师的路

初见钟倩，一袭黑衣，头发齐肩，却
略有些杂乱，这大概就是画师中的艺术
范儿。

说起成为壁画师的故事，钟倩眼神
看向墙上的壁画，说起了她的小学。钟
倩是成都人，在小学四年级时，一次课
上她画的熊猫脱颖而出，成为老师同学
称赞的对象，这也许是钟倩壁画师的起
点。但与很多故事主角不同，钟倩并没
有就此苦学绘画，画画在她的童年里并
没有一席之地。

直到高三，钟倩的文化成绩也属于
中上，其实也能上一个不算太差的本
科，但她不甘于此，扎进了艺考，从这开
始，钟倩正式接触绘画，虽然初衷没有
那么“高大上”。但此时她的绘画天赋
展露，零基础的她画得比很多人都好，
最终考上一所不错的二本。

然后钟倩开始了绘画之路？并没
有，她成为了一名珠宝设计专业的学生。

“一波三折”可以用来形容钟倩的壁
画师之路。高中之后，她就放下了画画，
直到两年后，大二。这一年，钟倩又捡起
了画画，并经常私下和大学的专业老师
交流请教，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钟倩的美
术技能被不断点亮，但当时她只是把这
当作兴趣爱好，并没有想过以此谋生。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时间来到大四
实习。实习是在一家很有名的珠宝设
计公司，在这三个月里，她经历了按时
上班、不断加班、固定模式的工作体验，

“我应该是一个向往自由不拘束的人。”
钟倩肯定地说，于是她放弃了做珠宝设
计的职业规划。

说初生牛犊也好，缺乏历练也罢，
放弃了她就没有想过再捡起来，“那么
我还能干什么？”

画画吧！2017年的毕业季对于钟
倩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成为一名
壁画师既是自己的兴趣，应该也能养活
自己。”钟倩当时这样想，好在父母比较
开明，没有对她的选择加以干涉，反而
一路鼓励。

“我从未后悔过当时的选择，现在的
我理想和生活兼得。”2018年5月，钟倩
的“定艺”工作室成立，从1个人到现在的
5个人，钟倩对未来的规划越来越清晰，
她并不想仅仅当一个坐在画室的画师。

虽然入行不算久，但钟倩有着自己
的风格理念，“亲和自然，服务于环境。”

所以，她并不是一个纯碎的商业壁画
师，如果理念与客户的要求冲突，她会
反驳和劝说。

艰辛与满足
壁画师的那些日常

壁画师，顾名思义，是在墙壁上绘
画，这也决定了钟倩的四处奔波。距离
最近的壁画就是工作室外面，而最远的
则在西藏。这些年里，钟倩除了成都周
围几个区县，画作还留在了四川宜宾、
阿坝，云南普洱、昆明和西藏，每一次出
行短则几天，长则数周。

“其实从技巧上来说，壁画和普通
油画差别不大。”钟倩认为，壁画因为更
大，所以需要很好的大局观和掌控力，
以及处理细节的能力。但事实上，绘画
以外的东西才是壁画师与其他画师最
大的区别，比如更累、更苦、更“邋遢”。

“哈哈，今天这身衣服是专门的迎
客服。”面对记者，钟倩开起了玩笑，但
又并非全是玩笑。对于她而言，一幅普
通作品平均需要耗时一周左右，这意味
着一周内大部分时候，她都穿着“工作
服”，其实就是廉价的衣服，当沾满灰
尘、颜料和其他污染物后可以毫不心疼
地扔掉。

所以，钟倩买衣服和扔衣服的频率
都远高于其他女生，但与之相对的穿上
精致美丽衣服的机会也少了许多。“还
有很多乐趣也失去了，比如美甲！”壁画
师绘画需要戴手套，所以 3 年多以来，
钟倩从来没有做过美甲。

壁画师的另一个难点就是危险，如
果是很大的壁画，就意味着画师将在很
高的平台上作画，“有恐高症还做不了壁
画师。”钟倩笑道。同时因为工期、进度
等原因，上了架台后除了上厕所、吃饭等
必要事情，钟倩会在上面待一天，在寒冬
盛夏里，中暑和寒风时有遇到。

“壁画师很难，除了绘画本身外，对
画师的考验很大。”钟倩说。她分享了
一个数字，三年来，她画过的壁画总面
积达 4000 平方米，大概有近 50 幅，最
大一面壁画是在峨眉山景区画的，面积
近2000平方米。

这样的生活不累吗？钟倩笑了笑
说，每一幅壁画完成后，之前积累的疲
倦都会被一种满足感取代，接着她又补
充了一句，“更何况，我就是很多人说的

‘把爱好变成了职业’。”
现在钟倩的生活分为三个板块，

做少儿及成人的兴趣体验课；接商务
壁画订单；进行个人艺术创作。这就
是钟倩现在生活和工作的全部，对此
她甘之如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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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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35 空气质量：优
优：广元、雅安、泸州、西昌、眉山、广安、
德阳、乐山、达州、资阳、绵阳、内江、南
充、巴中、攀枝花、马尔康、康定、遂宁、
宜宾、自贡

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10月8日开奖结果

体彩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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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
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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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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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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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8-14℃
17-25℃
20-29℃
10-18℃
14-19℃
14-24℃
14-18℃
16-19℃
16-21℃
15-20℃
14-21℃
15-23℃
15-21℃
16-21℃
16-23℃
15-25℃
14-25℃
15-23℃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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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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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
阴
小雨
阴

小雨转多云
阴
阴
阴

阴转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8-18℃
7-11℃
15-23℃
18-28℃
10-14℃
13-17℃
13-19℃
12-17℃
13-18℃
14-18℃
13-17℃
13-17℃
13-19℃
13-19℃
14-20℃
13-20℃
14-20℃
14-22℃
13-18℃
14-22℃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5—85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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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珠宝设计专业毕业后

这个成都姑娘成了一名壁画师

7 星 彩 第 21115 期 全 国 销 售
26931152元。开奖号码：537806 + 11，
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9注，单
注奖金75326元；三等奖53注，单注奖金3000
元；275842709.5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267 期 全 国 销 售
27166080元。开奖号码：700。直选全
国中奖 6754（四川 407）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 全国中奖 5979（四川
405）注，单注奖金346元。44399789.99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267 期 全 国 销 售
15352090元。开奖号码：70072。一等
奖 91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49919042.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1118期全国销售
27229338 元 。 开 奖 号 码 ：
31033300113301，一等奖全国中奖8（四
川0）注，二等奖全国中奖129（四川1）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1118期全国销
售 17576786 元 。 开 奖 号 码 ：
31033300113301，全国中奖 743（四川
37）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118期
全国销售 258938 元。开奖号码：
131313130030，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1118期全国销售
1032162元。开奖号码：32101223，全国
中奖5（四川0）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12月
7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