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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结束后，她把自己的婚礼做
成短片放在了B站上，获得了200万
人次观看。在一些公众号转发之后，
也收获了网友的众多评论和点赞。

“哭了，第一次羡慕别人的婚礼。”
“确认过眼神，是我梦寐以求的

婚礼，真正的中华文化之美。”
“是梦中的婚礼没错了。”
自己的婚礼能让这么多人喜欢，

静知很意外，也非常开心。“当然，我
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可以给一些对汉

服还不太了解的人，科普一下相关知
识。比如他们会觉得我穿的是韩服，
但其实韩国古代的服饰制度是从中
国传过去的，由明代服饰制度吸收演
变而来。”

在未来，静知也希望自己能为汉
服文化的传播尽一份力。“不穿一次
汉服，你可能永远不知道它有多美。
希望更多人能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
文化，把曾经丢失的文化重拾回来。”

记者 黎莉

宁波女孩的
汉服婚礼
太惊艳了
视频发在“B站”
引发200多万人围观

静知婚礼上
佩戴的凤冠。

你能想象的一场完美婚
礼，是什么样的？

不管是西式的温馨浪漫，还
是中式的红火喜庆，新人们总希
望这一天是可以满足自己甚至
是别人对婚礼的所有想象的。

宁波就有这样一个女孩，
把自己的汉服婚礼办成了“教
科书”。视频发在B站后，更是
引发了 200 多万网友的围观，
弹幕直接密到遮住了画面。

这样一场婚礼，新娘是抱着
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去完成的？
日前，记者联系上了新娘静知。

为这场汉服婚礼，他们策划了两年

读大学的时候，静知第一次看到
了汉服。“我觉得我们这代人都有‘披
着床单当仙女’的梦吧，所以看到汉
服的时候很惊艳。不过那时候也没
有勇气穿汉服上街，这种喜爱就慢慢
压了箱底。”静知说。

直到她认识了自己的先生。两
个人兴趣相投，也开始频繁在抖音上
刷到唯美的汉服视频，便一起报名学

习汉服摄影，最后才双双入了这个
“坑”。

“家里有几十套汉服，不同季节、
不同朝代、不同搭配，你能想象女人
对买衣服的那种狂热，我就用在汉服
上了。”静知笑着说。

关于这场汉服婚礼，静知和先生
策划了两年。“从有结婚的打算开始，
就着手准备了。”

查看大量典籍，确定婚礼各项细节

为了让婚礼的礼仪流程和布置
细节能更“传统”，静知花了半年时间
查看资料，参考了《大明会典》中《士
大夫婚礼篇》《太子大婚》等文献，在
仪式上融入了绞面礼、却扇礼、沃盥
礼、撒帐礼等传统仪式，也精心选用
了一些宋制、明制的器具。

“现在所谓的中式婚礼中，很多
新娘穿的秀禾服，其实是《橘子红了》
里叶锦添为角色打造的婚服，并不是

正统汉族婚礼所用，而我想要一个纯
正的汉服婚礼，几乎没有婚庆公司拿
得出现成的案例，只能自己借着资料
一点点还原。”静知说。

之所以选择明制婚礼，她表示除
了喜欢服饰制式，也因为明朝留到今
天的文献、服饰实物会更多一些，为
其汉式婚礼各项细节的出处提供了
有力的参考依据。

穿戴的凤冠和霞帔都是提前定制的

在婚礼上，静知戴的一顶明制凤
冠，也是根据北京博物馆里收藏的，
出土于明定陵孝靖皇后三龙两凤冠
而制。

“一开始我想自己做，画出了结
构图，也制作了一部分构件，后来因
为工序确实太复杂，加上工作比较忙
没办法完成，才找了一个专业的簪娘
重新为我制作。因为全手工加上使
用了难度较高的仿点翠工艺，这顶凤
冠做了近一年。主仪式上穿的霞帔
也是提前一年定制的，花了2万元左
右。所有的服装道具加起来超过10

万元。”
除了“服化道”，最费心的还是婚

礼的场地。因为想要一场还原度较
高的婚礼，如果在酒店举行，肯定会

“跳戏”，所以静知决定找一个本身就
有古风的场地，完成仪式和摆酒。

“这种地方真的很难找，我们从
决定办婚礼之初就开始找了。除了
在大众点评、小红书上找，也问遍身
边几乎所有从事跟妆、摄影的朋友，
最后才在邱隘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文
化礼堂。其实也正是有了这么个场
地，才坚定了我办汉服婚礼的决心。”

网友点赞：是梦中的婚礼没错了

婚礼现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