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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

浪漫七夕 手作传情
8 月 17 日，农历七月初七，正是七夕。七夕节又称乞巧节，起源于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妇女穿
针乞巧，向织女星祈求智巧的风俗。后来，七夕被赋予牛郎织女的传说，成为象征爱情的节日。
今年七夕，
不妨迎合
“乞巧”
之意，
以手作向对方传达情意。
■撰文 本报记者 周蓓君

古意传情
发簪 腰佩 团扇
最近，网络清宫剧《延禧攻略》点击
胶固定在打底花片上，
量很高，剧中人物造型上出现的绒花头
制成更具韵味的头
饰、刺绣工艺品、缂丝团扇等道具吸引了
饰。若想展现女性一
不少人关注，有些道具还是由非遗传承
步 一 摇 的 姿 态 ，发
人制作，
在展现历史图景的同时，
也让观
簪粗的一头还可以
众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挂 上 流 苏 坠 子 ，走
七夕节，中国传统文化节日之一， 路时流苏随着身体而
早在 2006 年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摆动，摇曳生姿，这
木质发簪
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挑选礼物时，以古
便是古代头饰的
风浓浓的礼物赠送给对方，更符合东方 “步摇”
。
传统中低调、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
有哪些古意
礼物是适合男
男生给女生制作古意礼物，可以从
生的呢？在古
装剧中，男子身
简单的配饰开始，
如发簪、发钗等。发簪
上最重要的配
饰 便 是 腰 佩 ，送
和发钗都是女生盘发工具，
单股为簪，
双
一块腰佩给
男生，可谓非常独
股为钗。发簪制作材质不拘一格，
实木、 特 的 选 择 ，
即便平日不挂于身
铜银铁等金属、打磨过的羊角、牛角等都
上 ，也 适 合
闲暇时把玩。腰佩的
可作为制作原料。如果喜欢温润的质
制作就比
较简单了，材质可以选
感，
可以选择红木、乌檀木等木料细细打
天 然 玉
石 ，当 然 也 可 以 选 择 仿
磨出一头粗一头细的发簪，还可以在发
玉石树
脂，重要的不是价格贵贱，
簪粗的那端雕刻出独特的花纹，或者镶
而是手作的那份心意。选择了合适的腰
嵌装饰品。也可以选用能够弯曲的银或
佩之后，
再搭配上绳子和流苏，
一块饱含
铜等金属材质，
把花托、珍珠、花片、贝壳
了情意的腰佩就制成了。
等依次排列，
随后用铜丝缠绕，
或用热熔
情侣也可以选择一起去完成充满古
意的作品。七夕正逢夏日，一把团扇不
仅造型优美，而且还有实用性。团扇多
为圆形，也有长圆、葵花、梅花、六角、匾
圆等形状，
扇面以罗、绢、纱等材质为主，
手柄以木、竹、骨等材质制成，还可以装
项链
饰上扇坠、流苏、玉器等，一把用心制成
的团扇甚至可称为工艺品。

香薰蜡牌

梅花型团扇

银戒指

贴身小物
皮具 饰品 手机壳
腰佩
每天可以使用或带在身上的小物
品，最适合添加感情因素在其中。
钱夹、钥匙包、票夹等皮具往往是送
礼首选，
既美观又实用。如今手工皮具课
堂也较为常见，
做一个手工皮革钱包送给
彼此，就像古人送锦囊那样，不仅可随身
携带，
也显得情思绵绵。手工皮具课程选
择多样，从初级到高级，可以做小卡包也
可以做大包袋，还可以刻上专属印记，创
作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饰品也是非常适合情侣间赠送的礼
物。戒指、耳环、项链等饰品都可以手工
制作。亲手制作的戒指，戴在对方手指
上，便是许下了一生的约定。
可制作戒指的材质很多，金银甚至
木料都可以打磨出独一无二的戒指。如
果说需要高温融化的黄金来 DIY 有点难
度，那么银土则是更佳选择。易于造型
的银土可以做成任何喜欢的形状，镌刻
上字母或图案，经过简单烧制，便成为散
发出银色光芒的手作戒指。

除了戒指之外，耳环和项链也是女
生永远不会嫌多的礼物。手作耳环首先
要挑选好合适的耳钩或者耳钉，随后根
据喜好挂上不同的装饰品，需要注意的
是，工具中最不可缺少的是圆头钳子，可
以帮助钳开金属衔接圈，比手指更灵活、
有效。
制作项链的材质也非常丰富，除了
传统的金银铜之外，陶片、瓷片、琉璃、琥
珀、绿松石等都能展现出独特的古韵。
现在还有些 DIY 工坊会教掐丝工艺制作
的珐琅器项链，将铜丝和玻璃质的矿物
材料结合，
形成独特的掐丝珐琅饰品。
有些礼物价格并不昂贵，
却能够成为
情侣间的秘密写照。网络时代，
出门可以
不带皮夹，却不能不带手机，手机壳更是
花样繁多。自制手机壳也不是一件很麻
烦的事情，
不擅设计者可以用涂色和简单
的语言来表达情感，艺术感较佳者，可以
在手机壳上押花、
贴钻、
立体装饰，
自制一
款仅属于两人的手机壳。

体验陶艺

生活点缀
陶瓷 木器 香薰蜡
有些手作不一定要随身，仅仅
作为家中的点缀，也能够让人心情
愉悦。当两人共同完成一件作品
时，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往往承
受着各种压力，而拉陶胚、捏陶、做
陶艺本身就是一种放松和减压的好
方法。就像电影《人鬼情未了》中的
镜头一样，男女主角一起做陶艺，本
就是件很浪漫的事。陶艺以手工拉
胚为主，在有经验的老师帮助下，陶
艺的成功率很高，对于情侣来说，则
既可打发时间，又可陶冶情操，制成
的花瓶、水杯、陶罐、瓷碗等作品，通
过晾晒、上色、烧制后，便成为家中
独特的器皿或摆设。
木艺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动手
项目，情侣间一起创造木艺品的整
个过程都是非常酷的。而且木器的
选择性很多，既可以做木勺、木筷、
木碗等实用作品，也可以像前文所
建议的那样，制作木戒、木簪等小饰
品。木艺本身也可以锻炼人的耐
心，当你用不同的砂纸在木质表面
细细打磨，这个过程能够让人变得
更为耐心、细心、淡定、从容。专注
在一件事情上，认真地去享受过程
的美好，不正像恋爱一般，认真地享
受相互陪伴的美好。

如 果 想 在 家 里 DIY 一 些 小 物
件，香薰蜡是非常讨巧的选择。香
薰蜡制作过程简单，可以制成蜡烛，
也可制成更简单、实用的蜡牌，悬挂
在衣柜、床头、卫生间、办公桌等区
域。而且，用自然材质制作的香薰
蜡烛、蜡牌挂件等家居用品，不使用
添加剂，
使用起来也更为安心。
香薰蜡的制作材料主要有大豆
蜡、精油和干花。大豆蜡可以用于
药品、化妆品等中，无毒副作用，也
可再生降解。将大豆蜡加热融化，
温度在 68℃ 时，倒入约 5%的精油，
充分搅拌后，将融化的蜡油倒入模
具，倒至二分之一位置即可。随后
可根据喜好放入干花。干花的选择
很多，可以是一朵盛开的永生花，也
可以是一些压扁的花骨朵、小雏菊，
甚至是红豆、干枯的花瓣、树叶、松
针、松果等，不拘一格。放置花材时
间根据造型而定，如果希望蜡牌背

面也有图案，可以在液态蜡时放入
压平的花朵，这样花材会沉下去，凝
固后正反两面都会有花朵图案从白
色蜡内隐隐透出；如果想呈现较为
立体的花卉图案，可以在液态蜡半
凝固时放入，适用于造型较大的花
材；如果希望在蜡烛表面呈现立体
花卉，那就在蜡即将完全凝固时，插
上花朵即可。装饰完成后，再等待
约 15 分钟，待蜡完全凝固后就可脱
模了。硅胶蜡模脱模较为方便，只
要从四角对拉模具，让蜡牌和模具
分离后，将模具完全翻过来，蜡牌便
可轻松拔下。脱模后的蜡牌系上绳
子后便可挂于需要处。如果是制作
香薰蜡烛的话，连模具都不用了，蜡
油直接倒到玻璃容器内，插上蜡烛
芯即可，
更是简单方便。
手工自制蜡牌、蜡烛的香味一
般可保留约半年时间，如果觉得香
气不浓，
还可以再滴上精油来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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