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碗碗为话剧写歌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她是《 中国

梦之声》舞台上的“ 怪咖”选手，却以

一首原创民谣《 青春》获得导师韩红

的青睐，一举买下了她的《 青春》版

权———她就是冷碗碗。8月21 日至25

日，由开心麻花打造、冷碗碗创作同

名主题曲的话剧《 夏洛特烦恼》将在

上戏剧院上演。

作为北京开心麻花的签约艺人，

冷碗碗是公司内部公认的音乐才女。

她还出演了话剧《 夏洛特烦恼》中

“ 那姐”和“ 小碗”这两个角色。

而且冷碗碗还包揽主题曲的创

作，她透露：“ 我在睡觉的时候就有了

《 夏洛特烦恼》的旋律，这是我根据

剧情想出的。”

不过遗憾的是，此次《 夏洛特烦

恼》的上海演出，冷碗碗不在演员之

列。“ 上海我不去，我是原班人马中的

A组演员，只演北京这边的。”遗憾之

余，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夏洛特烦

恼》中的同名主题曲，亲耳聆听一下

冷碗碗的创作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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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少儿不宜”反而吸引

了孩子抢着读，“ 谢绝男人购买”引

得男读者们趋之若鹜。图书封面上日

益充斥的各色“ 善意提醒”，俨然已

成最大的促销噱头。业内人士对本报

记者表示，在中国内地未实行图书分

级制，书商只能“ 提示”，而无法“ 禁

止”的情况，任何“ 善意提醒”都有可

能是误导读者的帮凶。

“ 少儿不宜”起反作用
上海一家书店的收银员小李最

近很为难，因为总有十几岁的孩子拿

着《 中国情人》来付账。出自著名作家

韩东之手的这部《 中国情人》，在封面

右上角醒目位置赫然印着“ 1 8岁以下

读者谨慎阅读！”的字样，而那些孩子

显然未成年。有几次小李忍不住提醒

孩子：“ 你还不到1 8岁吧？这书可是说

1 8岁以下读者谨慎阅读。”没想到竟

遭了孩子的白眼：“ 我会谨慎的。”

按照中国书市的运作惯例，一本

书只要上级没通知撤架，无论是谁都

可以买，不管有多么“ 少儿不宜”。小

李最后还是把书都卖给了孩子们，不

过看着封面上那对赤裸着身体的男

女，小李还是心有余悸。

据本报记者观察，书业中正流行

一种“ 善意提醒”风潮。《 中国情人》

把“ 1 8岁以下读者谨慎阅读”印在封

面上，乍一看是对未成年读者的善意

提醒。《 狠狠爱自己》一书腰封上“ 本

书男人不宜，谢绝男人购买”的警语，

也是对男读者的规劝。至于《 密室之

无可逃脱》所宣扬的“ 密室有风险，阅

读需谨慎”，则俨然是为胆小者着想。

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 善意提

醒”似乎并没有起效，倒是“ 反作用”

频发。小李曾问过一些孩子为何要买

《 中国情人》。有孩子坦言，本不想买，

看到“ 少儿不宜”就很想看看了。而提

示“ 男士慎读”的《 迎男而上》出版方

也直言，买这书的有相当一部分是男

士。还有一项调查显示，看恐怖小说的

有70%以上是胆小者。

只提醒而不禁止就是引诱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书市中

一些标榜“ 少儿不宜”、“ 成人内容”

的图书，确有不适合孩子阅读的成

分。比如《 中国情人》，确有一些情欲

描写是需要“ 谨慎阅读”的。有家长

一针见血地指出，出版商用“ 少儿不

宜”诱使孩子来读，又以“ 少儿不宜”

的内容来影响孩子，他们很怀疑出版

商“ 善意提醒”的真实目的。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出版人章秦

川认为问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书商

的这些“ 谨慎阅读”的提示，是在中

国内地尚无图书分级制度的情况下提

出的。“ 在西方实行图书分级的国家，

图书被分成很多级别，卖给不同年龄

的读者。在英国，甚至还对童书进行分

级，第四级童书只有1 4岁以上的孩子

才能看。但中国不实行图书分级制度，

一部作品只要拿到书号，公开出版，那

就是‘ 老少皆宜’，读者无所不包。”

在章秦川看来，不管如何辩解，

书商在没有图书分级制，没有任何约

束力的情况下进行“ 善意提醒”，那

对读者就是一种诱导，因为人们往往

对被禁止的事物怀着好奇之心。”

不过本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尚无

法规对图书的宣传文字进行具体规

范，也就是说，各色“ 提醒”还处于无

人监管状态。

书商大玩“ 善意提醒”游戏

“ 少儿不宜”反成图书促销噱头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任贤齐的上海个唱，8月

3日在奔驰文化中心火爆上演，对嘉

宾师弟提携、对粉丝观众真诚、对赞

助商感恩，“ 小齐哥”的正能量，让他

成为常青树的同时，也给现在几乎都

靠无底线炒作的后辈，树立了另一种

标杆。

尽管此前就狠心拒绝了不少朋

友来做嘉宾，但任贤齐台上的嘉宾仍

然不少：魔幻力量组合、前BEYOND成

员黄家强、梦之声学员央吉玛。“ 他

圈中人缘和口碑太好。”主办方的解

释，其实众所周知。

和黄家强以及去世20周年的黄

家驹“ 隔空对唱”时，任贤齐说：“ 每

个人点亮心中烛光，照亮天下，要给

家驹知道我们每个人要好好认真地

生活，我们用这个精神永远支持家

强，好不好？”

邀请央吉玛这样的超级新人时，

他绅士地亲吻了对方的手背，并不吝

赞美：“ 央吉玛的声音就像月亮，神秘

遥远。”

他对朋友真心，所以他每站嘉宾

都能不同，那么多人来给他助威，而

不仅仅是靠说好话———带魔幻力量

这样的新组合，他上来就和组合连续

合唱6首，认真的劲头一如当年带五

月天。

他把歌手做得非常职业到位。他

的歌，传唱度很高，所以从头到尾都几

乎有大合唱，而每次邀请台下合唱，他

必然单膝跪地，把自己的粉丝真正当

成了衣食父母；他也尊重自己的工作

和名声，从飙车进场到最后，演唱会

唱了3个小时，非常足料，而且态度异

常认真。一位观众就感慨万分：“ 前辈

能混这么久，不是没道理的。”

昨天下午，2013年“ Love Radio

103.7FM明日之星DJ选拔赛”第二场

的比赛现场，举行了上海东方广播有

限公司Love Radio“ 8周岁”生日庆

典，著名歌手任贤齐亲赴现场为Love

Radio庆生，和全体DJ及现场观众一

起分享了生日面，玩起了复古红白

机。

庆生的主题是怀旧复古，Love

Radio男女主持人均以“ 怀旧装”示

人，比如女生的背带裙，男生的海魂

衫，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80年

代。闻讯赶来的听众与主持人一起

玩80年代曾流行的游戏，如红白游

戏机、超级玛丽、俄罗斯方块、雪人

兄弟等。 青年报记者 闵慧

蔡健雅“ 高人一等”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即将于8月

1 0日在上海大舞台举行个唱的蔡健

雅，目前演唱会战服也已新鲜出炉。

据悉，为了配合现场营造的“ 音乐迷

宫”的神秘氛围，她为开场造型特别

定制了高约80厘米的头饰，加上高跟

鞋，蔡健雅将立刻长高1 00厘米，犹如

极光女神踩在天际云端，让观众看见

“ 美丽突然发生”。

早在演唱会海报亮相之时，蔡健

雅的全新形象就让歌迷和媒体大叹

惊艳，而随着演唱会的时间临近，由

造型师陈孙华打造，针对蔡健雅的特

色以及演唱会的主题订制的3套秀服

也终于设计完成。其中蔡健雅自己最

满意的，就是这套以“ 极光”为主题

的开场服。

不过，蔡健雅将如何驾驭高度超

过2米的“ 女神”造型，这个“ 高人一

等”的开场秀颇让观众期待。

少儿油画展传递美

本报讯 在徐家汇艺术馆举办的

“ 有空望望天”少儿油画展昨日圆满

闭幕，此次画展由上海戏剧学院胡雨

心教授与拾香汇共同举办。参加画展

的1 7位少男少女随胡老师学画，展出

的45幅油画，每张作品都有自己独特

的韵味，天马行空，色彩斑斓，展示出

孩子心灵的感受。

为让高雅艺术更近地走进人们

的生活，此次展出期间，拾香汇展开

了一系列“ 艺术与健康美好生活”讲

座，今后拾香汇还将定期免费举办，

欢迎广大市民报名参加；另外同步开

启了“ 心中的美丽妈妈”绘画比赛。

胡老师的儿童实验绘画是将美

感不着痕迹地转化成一次次实验，

使孩子在快乐的绘画中，感受到艺

术的美丽，将艺术融于生活，在生活

中发现美好，让孩子们更健康快乐

的成长。

文娱速递

沪上个唱传递正能量
任贤齐：央吉玛声音像月亮

[相关新闻]

任贤齐为Love Radio“ 8周岁”庆生

任贤齐的敬业态度让他成为乐坛常青树。 青年报记者 马骏 实习生 余儒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