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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先锋书

店网上旗舰店目前共有“一份独

予的礼物”“生日快乐盲选”“新年

快乐礼物盲选”等大约12个种类

的盲盒在售，这些盲盒中，主要有

2到3本书组合和图书+文创产品

（趣味冰箱贴、钢笔、日历等）组

合，价格98元到268元

不等。

先锋书店相关负

责人许黄缙告诉记者，

这些图书盲盒受到了

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

的热烈欢迎，目前每个

月 盲 盒 的 销 量 都 在

3000 个以上，最多一

个月线上线下的盲盒

共售出5000个。这个

销量远远超出常规图

书的销量。

图书盲选的实质就是读者

把图书的选择权交给书店或者

图书馆。许黄缙告诉记者，他们

做盲盒就是因为一直受到很多

读者的反馈，就是自己有很强烈

的阅读的需求，但是面对浩瀚的

书海，他们完全无所适从，还有

就是想送一些书，但是不知道送

什么好。“我们对图书的了解应

该会比读者更多一些，所以我们

可以根据读者的需求，为他们找

到最适合他们的那本书。”

上海读者陈先生昨天收到

了他在春节期间购买的一个图

书盲盒。“拆封包裹的时候，就像

抽奖一样，小心脏怦怦跳，买书

到现在从来没有这样过。”陈先

生告诉记者，图书盲盒最吸引他

的 就 是 这 种 拆 包 装 的“ 惊 喜

感”。当然现实有一点残酷。陈

先生收到的盲盒中有三本书，一

本是他本来就有的（按照规则，

可以换书一次），一本不合他的

胃口，一本“马马虎虎”。“下次买

书，还得自己买，体验过一次也

就行了。”

记者了解到，目

前图书盲选的推动力

大多还是停留在提供

“惊喜感”的阶段。但

是显然，“惊喜感”早晚

会淡化，图书盲盒很少

有回头生意，这就给图

书盲盒的未来造成了

新的不确定性。“其实

一直有一个问题大家

都在谈论，盲盒所带来

的阅读‘惊喜感’是不

是会产生新的盲从。

读者是因为选不好书，而把选书

权交给了书店和图书馆，但如果

书店和图书馆不能胜任，那读者

的困扰依然存在。”资深出版人李

德明告诉记者。

对于这一点，其实书店也有

很清醒的认识。许黄缙说，他们

盲盒上就印了“阅读是一场冒

险”一句话，说白了，图书盲盒玩

的就是一种刺激和惊喜，但是如

果只有刺激，那书店也就成了借

盲盒清库存的“收割信任”的不

良商家了。“盲选是一种形式，但

仅仅靠着‘惊喜感’是不能长久

抓住读者的，这也不是盲盒最重

要的价值，具有创造力的高品质

的产品才是盲盒的核心，对于书

店盲选而言，就是好书和好的文

创。” 青年报记者 郦亮

谁也没想到《你好，李焕
英》会有如此大的成功，包括贾
玲。如今，她不仅成为华语影
坛票房最高的女导演，还有望
冲击中国影史票房前三宝座
——目前前三分别是《战狼2》
56.94 亿、《哪吒之魔童降世》
50.35亿、《流浪地球》46.86亿，
而《你好，李焕英》上映10天已
破40亿，仍有不小的后劲。

不过，在路演中，贾玲被问
及“下一部作品的计划”时，她
老老实实地回答：“这部作品之
后，我暂时不会再做导演了。”
虽然补了一句“话也不能说
死”，但了解贾玲的人都知道，
她拍这部电影，纯粹是为了纪
念亡母，票房只是额外惊喜而
已。

贾玲的母亲李焕英对她的
人生选择，一直非常支持，母女
感情非常真挚。而在李焕英中

年因为意外去世后，贾玲一度
陷入了人生的最低潮。她从相
声演员转型小品后，做出的最
成功的小品作品就是《你好，李
焕英》，而从2016年开始，她动
了将这部小品做成电影的念
头，并开始写剧本以及打磨剧
本，筹备电影，甚至为此推掉了
很多工作。

为了纪念母亲才做了导
演，而不是为了做导演才写一
部纪念母亲的戏，出发点的不
同，也决定了这部电影情感至
上，超越了观众对导演手法等
技术层面的要求。所以，讲完
了自己最想讲的故事，贾玲暂
时不想再趁热打铁，导演新的
戏，也证明了她本心的纯粹。

这些动人的母女情，都来
源于生活。贾玲曾经说过，自
己一直想着以后有钱了给爸爸
买电冰箱，给妈妈买绿皮衣。

在影片的前半段中，贾玲坐在
妈妈车后座上说，“你现在赶紧
想，以后我有了钱，你怎么花。”
然后她指着路边的好车和妈妈
说，“我给你买一辆那个车”。
影片让人泪目的最后，是她妈
妈穿着绿皮衣，坐上了敞篷跑
车，两人有说有笑。

贾玲还曾说过，妈妈生前
最大的愿望，是能看到自己的
表演。于是，在电影中有一个
情节是，她和沈腾在台上表演，
台下的妈妈在大笑，笑得特别
开心。只不过，后来贾玲意识
到妈妈陪着自己“穿越”过来
后，发现原来妈妈在台下笑着
笑着就哭了。

这些“催泪弹”，不是贾玲
刻意煽情的桥段，而是她原本
生活中就有的期待，也因为真
实，才让观众一不经意间就泪
流满面。

排练、化装、赶录节目、接受
采访……最近，郑州歌舞剧院的
14位“唐宫小姐姐”有点忙。

2021年河南春晚上，舞蹈节
目《唐宫夜宴》火遍网络，受到众
多网友赞誉。身着融入三彩元
素的襦裙，肉嘟嘟的脸上画着

“斜红”妆容，14位舞蹈演员时而
严肃庄重，时而嬉笑打闹，宛如
从博物馆中“复活”的“唐宫美
人”。

“当看到博物馆里的乐舞俑
造型后，我们就思考如何用艺术
的手法把唐代乐舞俑的生活场
景、动感情愫融入作品。‘唐宫夜
宴’这个舞蹈就是讲述了正值青
春的女乐官在赴宴起舞的路上
发生的趣事。”郑州歌舞剧院编
导陈琳说。

每次演出前，演员们都要用
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化装。为了

体现丰腴的唐俑形象，不足百斤
的她们还要穿上厚厚的连体棉
衣，在嘴里塞上脱脂棉。“就像背
了一床棉被在身上一样，活动很
不方便，而且特别热，经常演出
结束棉衣就已经全湿透了。”郑
州歌舞剧院首席演员易星艳告
诉记者。

据了解，几个月前《唐宫夜
宴》就曾在中国古典舞的高级奖
项“荷花奖”上亮相，而后经过反
复修改和创新，登上了2021年河
南春晚的舞台，火爆“出圈”。

“我们这次受到观众认可，
说明大家不是不喜欢传统文化，
只是需要用不一样的手法增强
代入感。厚重的历史文化不应
仅陈列在博物馆里，如何用多元
的艺术手法加工提炼并传扬下
去是留给文艺工作者的思考。”
陈琳说。 据新华社电

《你好，李焕英》靠什么打动观众？

就是爱，唯有爱
春节档已至尾声，但2月21日，大盘票房仍破4亿。当晚，《唐人街

探案3》率先突破40亿，《你好，李焕英》紧随其后，也突破40亿，并在
22:30完成票房反超，有望冲击影史前三的宝座。没有炫目的特效和复
杂的叙事结构，《你好，李焕英》凭啥能有这样的成就？ 青年报记者 陈宏

这部影片中，著名相声演
员冯巩也客串演出，只有短短
的一个流泪镜头加一句台词

“我想死你们了”。场景有喜剧
效果，但了解内情的人，却只会
感觉到温暖，因为执意邀请冯
巩出演，其实也是贾玲为了表
达对师傅的感激之情。

贾玲2000年报考北京电影
学院没考上，不气馁的她留在
北京做服务员备考，2001年考
中央戏剧学院。同一年，冯巩
在中戏创办了相声创作、表演
大专班，俗称喜剧表演班。

有北电落榜的经历，贾玲
报考中戏戏剧表演的同时，为
了安全起见，也报考了冯巩创
办的这个表演班，最后，两个专
业她都通过了。中戏工作人员

打电话给贾玲，是李焕英接的
电话，工作人员问她要“戏剧表
演班”还是“喜剧表演班”时，李
焕英的口音，让中戏工作人员
误以为是“喜剧表演班”。

就这样，贾玲阴差阳错地
成了冯巩的学生。“跟着老师冯
巩学习，我找到了说相声的乐
趣。我觉得站在舞台上能让观
众笑出来，那种自豪感和成就
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贾
玲曾如此说。

然而，毕业之后，贾玲却找
不到工作，因为女相声演员的
选择面真的太小了。她只能啃
着馒头和咸菜，租住在400元的
地下室，但她的喜剧潜力却被
冯巩极度看重，甚至正式收她
为徒。倔强的她，从不把这些

苦告诉冯巩，直到一次无意中
被冯巩发现。

“你住得这么差，我都不知
道，孩子，今年一定让你多赚一
些钱，起码先赚一年房租。”从
此，冯巩对她额外照顾，亲自带
她演出，她的机会越来越多，演
出费也越来越高，直到有一次
贾玲“打开衣柜，突然发现自己
已经赚了4万多块了”。

这次拍电影，她也特意请
来师父客串，以示致敬和感
恩。事实上，贾玲并未将感恩
流于表面，而是将冯巩对年轻
喜剧人的提携，也传承了下去，
她的公司大碗娱乐签下张小
斐，也同样是这样做的，上春
晚、做电影女主，她给了张小斐
自己所能给出的最大资源。

贾玲暂时不想再当导演了

一句台词的冯巩亮相

郑州歌舞剧院的演员在录制河南博物院元宵奇妙夜节目。 新华社 图

唐朝胖妞出“炉”记
——《唐宫夜宴》是这样“炼”成的

图书盲选会变成“信任收割机”吗？

在刚刚过去的
春节长假，南京先锋
书店线上书店的图
书盲盒卖疯了，一个
多星期就有数千个
销量。记者了解到，
目前“图书盲选”正
在成为一种时尚，不
过“盲选”是否等于
“盲从”，这还是引起
了一些热议。

师徒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