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2020 年 7 月 7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 郭韶明 汪文 版面编辑 / 邹艳娟

Tel：010-64098334 64098366 9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实习生 余冰玥

在北京望京一家写字楼新开的“泡泡玛特”里，3
个女生挑选好了“盲盒”，在收银台结完账，迫不及待

地拆开盒子，其中一个女生抽到了心心念念的那一

个，又笑又叫地蹦了起来。

这样的时刻，店员小恬习以为常了。她告诉记

者，在盲盒店上班，时常会毫无防备地被狂喜的顾客

惊吓到，“特别安静的店里忽然爆发一声尖叫”。

“盲盒热”掀起已久，2019 年的《95 后玩家剁手

力榜单》显示，95 后最“烧钱”的爱好中，潮玩手办排

名第一，其中盲盒收藏成为硬核玩家数量增长最快

的领域。

如今，玩盲盒的“线上渠道”已很便捷，在微信小

程序就可以抽盲盒，等着快递到家。在线抽盲盒，用

积分兑换“透视卡”排除选项，还可以更大概率抽到

“隐藏款”和“封面款”。

小恬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商场顾客稀少，他

们公司也做线上盲盒销售，“无接触配送”，但每天还

会有顾客坚持到店铺里抽盲盒。“进店的顾客，最终

购买的比例能占到 80%”，有些顾客甚至每天雷打不

动进店一次，和店员们熟如朋友。

记者现场就看到一个“忠粉”，他在盲盒店楼上

的公司上班，日常下楼抽盲盒如同去便利店。他熟门

熟路走到货架前拿起一只盲盒，用手掂了掂，在耳边

轻轻晃动，根据重量和声音揣测内部玩偶的形状，然

后面带微笑，胸有成竹地走向收银台。

所以，当年轻人坚持去实体店抽盲盒的时候，他

们在想什么？

“惊喜经济”会创造出意想不到的
精神价值，是产生心理愉悦机能的便
捷手段

“每次和同事们逛实体店，最开心的事情是，有

一个人热衷于某一个系列的一款，我们 3 个人能在

店里一起使出浑身解数摸、摇、晃，争取把它找出来，

找的过程真的快乐。有 3 次我们找到了最想要的那

一款，激动地在门口跺脚，别人以为我们是疯子。”

在互联网教育公司工作的 23 岁女生段围棋，疫

情期间也会去逛逛盲盒店，不过出于防疫心理，她会

选择抽店门口的“盲盒机”。这种机器原理和自动贩

卖机一样，扫码付款，盲盒会掉落到出货口。

“我觉得，线上抽取不能让我体会快乐。收快递

是很快乐，但是实体店直接拎盒出来的感觉不是更爽

吗？而且可以立刻拆，不用等。”段围棋说，她买盲盒，

就是为了“获得即时性、短暂性的未知快乐”，而不是

延迟的满足感。“我买盲盒，一开始为了控制，每个月

发工资当天下午就会立刻去附近商场抽，因为可以获

得双重快乐：发工资的快乐和抽盲盒的快乐”。

24 岁的工科在读博士鲁肃肃，和前女友一起玩

过盲盒，分手之后自然没继续了。

鲁肃肃约前女友第一顿饭时，没来得及买礼物，

就去买盲盒。“盲盒做礼物，不贵，设计感好，有品位，

还不容易重复”。

在线下的实体店里，鲁肃肃和前女友一起买完盲盒

后就立刻拆开，拆之前两人还会打赌，看看谁能猜中。

鲁肃肃只去线下的实体店，没有在线上购买过，他

认为盲盒这种东西买完就拆比较有实感。“我喜欢走着

走着遇到门店，突然冒出来‘啊，我想买’的感觉，可以

立刻把想法变成现实，也会有某种不期而遇的快乐”。

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出版传媒系副系主

任王月琴说，盲盒热本质上是一种“惊喜经济”。“‘惊

喜经济’会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

是产生心理愉悦机能的便捷手段，它可以让用户在

简单的购物中感受到不平凡的刺激和震惊，通过不

高的经济代价获得较多的喜悦，且能通过圈子在交

流分享中完成社交、得到共识和身份认同”。

王月琴觉得，尽管消费者购买盲盒的初衷各有

差别，但开启盲盒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好奇感

和刺激感却是相同的。“这在传播学中可以用使用与

满足理论解释这一现象。使用与满足理论把受众看

作有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看作基于

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

满足的过程。盲盒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和刺激心

理，人们对盒内的未知形象产生窥探欲、好奇感，因

此对其一探究竟、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是受众得到满

足的一个表现”。

盲盒设计的 IP属性，可激发 IP粉
丝的持续消费热情

王月琴认为，商家在购物商场、电影院、游乐园

等地方设立盲盒商店和盲盒机，构成线下场景。这样

充分利用消费者的碎片化时间来消费，人们在等待

的空当顺便买一个盲盒，一方面消磨等待的时间，另

一方面因此获得惊喜感。

“同时，利用午休短暂时间与兴趣相投的同事好

友，一起买个盲盒，即可释放工作压力又可愉悦地完

成线下社交，增进感情。”王月琴说。

某高校法学院研二学生程松，“入坑”盲盒的原

因是：“当你忙中偷闲拆开盒子，摸到设计精美质感很

好的玩偶，会觉得现实压力一下都被吃掉了。玩偶承载

着童年的回忆，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传递快乐。”

拆完盲盒，玩偶的玩法也被拓展了。程松平时会

拍一些盲盒开箱视频自娱自乐，也会带着小玩偶去

海边、游乐园旅行，给它们拍照。

“我每次搬家，别的可以扔，盲盒不行。”段围棋

说，她每周会挑几个盲盒玩偶，放置在桌子一角，打

上台灯后很温馨，就像家人一样。“每周都会换，因为

我不想把家里搞得都是他们，有几个摆出来，且不

多，是最好看的、最值得被摆出来的孩子们。”段围棋

喜欢盲盒带来的陪伴感。

她有一个朋友，还会纯手工制作“盲盒之家”，比如

一片片剪出桃花瓣，粘在一起作为布景。前一阵子《清

平乐》热播，某品牌联名“清平乐”推出的系列盲盒颇受

好评。段围棋的朋友就买来材料，让《清平乐》每对情侣

档“CP”玩偶住在一个精心布置场景的“房子”里。

“从文化角度来理解，盲盒热本质上也是一种圈

子文化，是二次元文化中 IP 选择和营销的结果。”据

王月琴观察，盲盒产业链的上游主要围绕 IP 打造，

另外具有 IP 加持的盲盒受欢迎程度更高。盲盒设计

的 IP属性，可激发 IP粉丝的持续消费热情。

“泡泡玛特”店员小恬说，此前刚推出“迪士尼公

主系列盲盒”时，他们私下担心过销量。“发售之前我

们看图都说顾客一定不会买，结果上货一次断货一

次，其中人鱼公主和白雪公主都特别受欢迎”。

王月琴表示，现阶段，联名合作和明星玩偶是品

牌跨界的主流方式，大多数时候消费者选择的其实

并不是盲盒，而是盲盒里的明星代言人和 IP 形象，

因此能“迅速掀起一场盲盒游戏的狂欢”。

社交属性刺激更多购买行为，满
足自我同时应注意理性消费

据王月琴观察，盲盒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

年人对人性化、个性化、多样化、时尚化、品质化的文

化产品的需求。

二手闲置交易平台“闲鱼”数据显示，2019 年有

42万玩家交易盲盒，盲盒的最高价格涨 39倍。

“盲盒的生产商和粉丝利用社交平台，有意或无

意地建立了从线上到线下的社交圈子，完成沟通、讨

论、分享、交换等社交活动，所以盲盒具有一种特殊

的社交属性，这也是盲盒类产品受人追捧和炒作的

重要原因。”

王月琴也提到，盲盒，本质上既是“惊喜经济”，

同时也是“冲动消费”。

有些年轻人会一个接一个“抽盒”，但店员小恬

也看到，还有一部分顾客是更“直接”地“端盒”——

一次性买下整个系列所有款式。

大四金融学专业学生谷艳芳，在最迷恋盲盒的时

期，去一次盲盒店会逛上半天，然后选两到三个购买。

后来谷艳芳兴趣转移，从盲盒爱好里“退坑”，不

过偶尔走进盲盒店看看，那些设计可爱的玩偶，还是

很容易令她心动。“告诉自己要忍住，没钱了”。

鲁肃肃自认为是属于务实的盲盒玩家，不过他

不会选择“端盒”。“一次性花那么多钱有点挑战，一

个个买总感觉其实并不贵，抽盲盒也挺刺激的”。

“如粉丝经济一样，盲盒的社交属性能刺激更多

的购买行为，甚至造成非理性的冲动消费，看似一场

集体狂欢，每个人在这场狂欢中都能收获到喜悦。”

王月琴认为，在自己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偶尔购买

一个盲盒，追一系列产品，给自己一个小惊喜，满足

自我，这种消费无可厚非。“但盲盒中的产品，终究实

用价值不大，青年人不能任自己沉浸其中，还是应回

归理性消费，这也是作为一个成年人该有的文化追

求和价值观”。

当年轻人去盲盒店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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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浩月

去年夏天，《乐队的夏天》 是最火的综艺节

目，今年夏天，最受关注的综艺节目莫过于 《乘风

破浪的姐姐》。在疫情期间，这档明星真人秀的播

出，分散了人们对疫情信息的一些关注，一定程度

上，《姐姐》 的娱乐价值给了观众一种生活恢复如

常的感觉。

但仅仅有娱乐价值，已不足以使一档综艺节目

成为全民话题，在娱乐之外，呈现当下人们的所思

所想，以及强大而又无处不在的价值观，才是综艺

节目真正的竞争力所在。“三个女人一台戏”，《姐

姐》 集结了 30 名女性，但它没有分化成十台戏，

而是变成了一台大戏。

在出场阶段，经过前两期的铺垫之后，一场展

现当代女性生存现状尤其是精神取舍的“连续剧”

已经让观众欲罢不能，30 名由演员、歌手组成的

女性阵容，由于拥有不同的个性，基本可以覆盖数

以几亿计的女性群体，每名观众，都可以从中找到

与自己对应的“影子”。

节目将关键词锁定为“姐姐”，牵动了观众对

于“姐姐文化”新一轮的认识与思考。传统的“姐

姐文化”，是对应“长兄为父”这种“父权文化”

而生长并传承的，在“姐姐”的身份中融入“母

亲”的元素，也使得“姐姐”的定位除了温柔之外

也有着舍弃不掉的责任与牺牲。

在内地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姐姐文化”并

未突破传统的壁垒，无论是崔健的“给我点儿爱护

士姐姐”，还是张楚的“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

的手，我有些困了“，被男性主义所定义的“姐

姐”，始终是一个给予者与保护者的角色。而在这

档 《姐姐》 真人秀当中，观众可以惊奇地发现，

“姐姐们”走出了以往被定义的位置，开始自我、

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与人生。

通过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社交媒体，宁

静、黄圣依、张雨绮等参加节目的“姐姐们”，已

经给观众与网友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这种印象不是

所谓的“人设”，而是她们真性情的表现，而像钟

丽缇、蓝盈莹、张含韵等“姐姐”，通过节目也都

展示出自己更为真实的一面。

“姐姐们”的真实，得益于这么多年来真人秀

节目的繁荣，对于制作者而言，如何通过情境设置

来激发嘉宾们的真实性格，已经是得心应手的事

情，但从《姐姐》 这两期的节目内容来看，“姐姐

们”已经无需节目组来定义，她们懂得如何定义

自 己 ， 在 表 达 自 己 的 自 信 与 不 自 信 、 放 松 与 紧

张、希望与失望方面，她们更多时候忘记了镜头

的存在，更多时候不是在表演，而是真实地把自己

呈现给观众。

有不少网友，将 《姐姐》 代入成职场剧来看，

但与此前类似的综艺节目相比，这次大家已经不再

把关注重点放在“姐姐们”的外在表现方面，伊能

静敢于在评委面前表达“委屈”而哭泣，丁当在

“强势”的队友面前能够流露出自己的无奈，而宁

静与张雨绮这两位“大姐大”的坦然与坦率，等

等，都不再被标签化……在社交媒体几番由女权主

义带来的性别教育潮流影响下，更多网友与观众，

已经能够做到平和地看待女性的个性。

在社交媒体上，“女权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泥

沙俱下的话题，讨论这一话题时的情绪化，使得这

一话题逐渐被一些博主所垄断，“女权主义”不再

是一个可以平和讨论的议题，而往往被一个个具体

的事例带向失控的方向。而在 《姐姐》 这档节目

里，没有言及与女权相关的话题，也极少相关的表

达，30 位女演员与女歌手，以她们真实的样子，

让人看到当下现代女性的集体面孔，让人觉得很轻

松、自在，谈论“女权主义”时常伴随的焦虑荡然

无存。

《乘风破浪的姐姐》 中的“乘风破浪”这个成

语，是个感性的定义，无论前浪还是后浪，乘风破

浪总是最好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乘风破浪让我

们真正看到了女性主义的崛起，以真实、平和、友

好、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这些“姐姐”为

“姐姐文化”赋予了新的含义与内容。

在关注 《姐姐》 这档节目时，会不断地从性

别 、 社 会 与 文 化 的 角 度 ， 来 观 察 30 位 嘉 宾 的 表

现，这是一个有趣但同时也会让人深思的过程，节

目所带来的娱乐价值，并未被局限于她们“成团”

出道的努力与团结，更在于这个过程里女性主义的

光芒在闪烁，而这种光芒，在过去漫长的时光里，

是我们很少能如此普遍看到的。

《乘风破浪的姐姐》牵动了观众对
于“姐姐文化”新一轮的认识与思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市价最贵的麻虾，用玫瑰露酒迅速翻炒；玫瑰毒鮋

虽然长得丑，可是它好吃啊；对东莞麻涌人来说，香蕉

是可以用来焖鹅、和鲫鱼做汤、和紫菜做糖水的……

豆瓣 8.7分的《寻味东莞》，佐以熟悉的李立宏的声音

旁白，让观众一边不自觉地分泌口水，一边上网搜购

物链接。

李洁做了 20 年纪录片，在制片人的职业队伍

中，她可能是最懂美食的人之一。已经播出两季《风

味原产地》系列、上周日刚刚大结局的《寻味东莞》，

都出自她手。

中青报·中青网：为什么选中东莞？

李洁：其实做《寻味东莞》前，最大的顾虑是，“东

莞这地方还有吃的”？当时已经出了一部《寻味顺

德》，顺德已经那么好吃了，而且在烹饪上有传统；对

东莞，大家觉得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城市，在美食上名

不见经传。经历了较长的前期准备和沟通，最终决定

推进这个片子，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东莞的另一面，一

个非常生活化、非常淳朴的城市。

中青报·中青网：什么样的城市适合拍摄美食纪

录片？

李洁：没有不合适的，只有更合适的。任何一个

城市都有自己的美食，即便物产贫乏，人们也能用有

限的食材变化出不同的风味，这其实也是我们非常

感兴趣的点。那什么是更合适的：一、食材差异特别

大；二、烹饪技法特别讲究。如果这个城市地理地貌

丰富、文化变迁较多，族群构成复杂，这些元素碰撞

出来的风味就会更极致。

中青报·中青网：都是基于地理的美食纪录片，

《风味原产地》系列和《寻味东莞》有什么不同之处？

李洁：“风味”是短片，一集十几分钟。对我们来

说，这个时长更适合把探照灯打在食物身上，食物是

绝对主角，说清楚食物的前世今生，能给观众一个美

食指南，就完成了表达。《寻味东莞》一共 3 集，每集

40 多分钟，就能承载更多解读的维度。第一集《得天

独厚》讲顺应天时的食物，第二集《山水相逢》讲依山

傍海的食材，第三集《欢宴流转》讲人的迁徙交融。

如果说《风味人间》是大开大合的，在中国甚至

世界范围，通过食物来寻找连接；那《寻味东莞》的空

间范围没有那么大，90%以上的笔墨就落在一座城

市内部，这儿的人吃什么非常重要。东莞每个镇街的

食物差别都非常大，需要我们前期做大量的案头工

作去了解这座城市，包括当地的人类迁徙、自然物

种；然后，带着导演到东莞体验——反复体验。

中青报·中青网：城市美食纪录片能给一座城市

带来什么？

李洁：城市美食纪录片能拉动一个城市的旅游

经济，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寻味东莞》刚播完，我们

没有统计数据，但翻看网友评论，已经有不少东莞周

边的人开始呼朋唤友计划出游。而我们更愿意看到

的，是节目播出后，观众对城市新的解读。

我们收到非常多的评论，第一大类是说没想到

东莞还有那么多好吃的，第二大类是说没想到这座

城市那么温暖。片中我们拍摄的基本都是很接地气

的小店，人们过着烟火和美的家庭生活，东莞的城市

形象不再是那个冰冷的“世界工厂”。

中青报·中青网：美食纪录片火了这些年，近来

也会有评论说桥段、场景，甚至解说词都似曾相识，

创新是否遇到瓶颈？

李洁：的确，美食纪录片这几年非常多，大家看

到的故事多多少少有些雷同，比如人物关系，无非是

父子母子、夫妻、兄弟姐妹、邻居……我们自己也会

困惑，未来如何拓展？从情感角度，人的情感无外乎

这些，好莱坞电影中的情感也是可以分类的，所以我

们更多从故事着手——找到更极致的人物、更极致

的环境、更极致的陌生化的故事。

在 《寻味东莞》 中，我们就是这么做的。片子

里有本地的老人、从异乡来东莞打拼的年轻人、离

开东莞到异乡生活的人，人物塑造其实没有跳出大

家的认知，或者说，没有颠覆观众已有的知识储

备。那新鲜感的来源就在于，打破东莞“世界工厂”的

刻板印象，它在飞速发展的城市背后，保留了农耕时

代的传统——甚至是在岭南地区都非常难得的生活

方式，成为珠三角的一个标本。经济发达——延续传

统，凸显了这种反差。

中青报·中青网：此前也有评论质疑美食纪录片只

见人不见食，如何平衡美食与人物故事之间的关系？

李洁：一是找到这个地方食物的独特性，二是故

事主人公要与食物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寻味东莞》

中有一道腐皮豆浆，老爷子做了 60 年。创作者一定

要牢记，观众是来看腐皮豆浆的，拍老爷子的生活作

息，也是因为与这道美食的制作工艺密切相关。如果

跳开食物，去铺陈老爷子的生活不易，用力就会偏

了，就可能让观众觉得不舒服。

中青报·中青网：做了那么久美食纪录片，初心

是什么？

李洁：我们讲美食，其实真正想做的是透过美食来

观察这个世界。我们就像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

为，烹饪是一切文化的起点，为什么用这种食材、怎么

吃它、为什么这个地区的人能用这种食材做出这个东

西……通过美食告诉大家，人类是如何一路走来的。当

然，食物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能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中青报·中青网：目前最受欢迎的纪录片题材是

美食类吗？

李洁：从观众角度，应该没有“最受欢迎题材”一

说，因为他们更看重一部片子本身有没有意思；从商

业角度，的确现在美食纪录片相对受到广告主的欢

迎。作为深耕纪录片多年的团队，我们的兴趣不仅仅

在美食纪录片上，自然历史、社会现实、科学等很多

题材，都愿意去尝试。

奈飞（Netflix，世界最大收费视频网站）已经买

下了“风味原产地”系列，平台上的观众反馈也很好。

这让我们看到美食纪录片的另一个意义，推动中国

文化走出去。外国观众通过中国的食物看到中国人

的生活，很多评论是：没想到中国的食物那么精致，

原来他们吃的不是我们吃的那些中餐，原来中国人

是这样生活的……

像人类学家一样追踪城市美食

□ 任冠青

前段时间，拎着从超市采购的食材，准备回家继

续“自给自足”的我，照例瞥了一眼路边的报刊亭。其中

一本杂志让我停下了脚步：封面上，几位店员和顾客手

捧澳白和dirty，无比放松地坐在胡同里冲着镜头微笑。

我一眼认出，那是自己最喜欢的独立咖啡馆之一。恍

惚之间，与有荣焉与许久未去的遗憾交织缠绕。

上次去的时候还是去年冬天，当时在与困意作

挣扎的自己，迷迷糊糊地跑到那家店里，点了一杯名

称新奇的“微醺澳白”。一口下去，轻盈的、略带果酸

的酒香与咖啡的明亮、奶香的扎实层次分明地迸发

出来，仿佛在伴着店里的爵士乐起舞。

店员是表情识别的高手，他适时向我这个被唤

醒的门外汉启蒙道，之所以会产生酒香四溢的效果，

是由于把咖啡豆置于盛放雪莉酒的橡木桶中发酵的

缘故，然后随性地同我交流了有关酸苦度的把握。可

控的咖啡品质，高性价比设置，恰到好处的人情味和

自然而然的文化附加值，这些理由让我满意地把它

放进自己的“小众点评”清单之中。

在北京待久了，这个清单的队伍日益壮大，里面

装满了各具特色的文艺小店。尽管经营项目不同，它

们却都铺设着低调深沉的文化底色，总是会不计成

本地向你“科普”种种迷人的知识角落，也故意疏离

着商业社会流水线般的冰冷交易模式。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从五道营胡同的东端一

路“刷”到西端，最终在尽头发现了一家颇具底气的

瓷器店。店面风格古拙质朴，每一件器具都好似不甚

惊人，只有当你真正端起一只只细瞧，才会发现其中

匠心。比如浑然一体的白瓷主人杯上，原来雕刻着若

隐若现的仙鹤，那立于太湖石上的鹤爪，也需透过光

亮才能发现其立体与苍劲。

眼球经济下，商品的张扬和冲击力几乎成了不

容质疑的标准，如此半遮半掩的含蓄实在是难得。而

厌倦聒噪推销的我，也实在是欣赏老板洒脱的、毫无

保留的分享方式。遇到志同道合的顾客，我们可以就

着眼前的器具交流许久，比如窑变的产生，开片的鉴

赏，以及不同色系烧制难度的把握。于是任凭外面的

经济齿轮飞速运转，屋内的人却可以尽情享受另一

番思维“逃逸”的窃喜。有时走出店门，两手空空，头

脑中却是满满当当的。我甚至觉得，正是这一家家特

色小店，加固了自己对于这座城市的审美依恋。

后来因为疫情，那些经历开始变得遥远、陌生而

模糊。春节之后，我逐渐将“如非必要，勿增实体”的

原则移植到生活的逻辑之中，开启了断舍离式的极

简人生：外食被自家厨房出品所替代，观影、话剧等

文娱活动消失在行动清单之中，原本在去年培养出

的咖啡敏感度也逐渐被各式速溶咖啡消磨钝化。可

是在看到杂志封面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

我爱的那些特色小店，过得还好吗？

理性告诉我，在强调“基本”“必要”的特殊时段

内，特色小店提供的锦上添花式体验似乎太过奢侈。

深居简出的日子里，新闻推送和播客讨论也不断提

醒着我，这些闪现着文明微光的成分，在自然那不讲

道理的蛮力面前是多么敏感而脆弱：掩藏在法国乡

间的米其林餐厅陆续宣布难以为继；纽约第五大道

上的橱窗艺术被一一撤下，渐次凋零；伦敦西区数百

家剧院也落寞地选择停摆……

情况稍微好转的那几天，重访私藏清单上的几

家小店时，也不难发现疫情留下的痕迹：登上杂志封

面的那家咖啡馆，暂时无法提供工序繁复的微醺澳

白；走进中意的一间创意茶室，发现茶单上近一半选

项被圆点覆盖，似乎在委婉倾诉着原料获取的困难；

而那间瓷器店的客流量，也明显受到了影响。那一

刻，内心如同看到四月春雨突袭后的景象，一夜之间

娇弱动人的樱花被打落遍地。

不过，正在我意欲伤春悲秋之际，这些店家的应

对却让人心生希望。它们大多没有慌慌张张地去跟

风，而是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和理念。当瓷器店主隔着

口罩，照旧毫不“惜力”地介绍着每一款作品背后的

妙趣时，我知道那颗兴趣的种子依然还在。疫情期

间，陶艺师的创作热情并未被浇灭，半年后一件件考

究之作登台亮相，仿佛也是对现实命题的有力回

应。喜欢的一家特色书店里，专门开辟了一块放有

《血疫》《霍乱时期的爱情》《瘟疫年纪事》 等书籍

的分区，让人的那份未知与焦虑感得以妥善安放。

我知道，它们是在用最独特的方式，保全自己，供

应温暖。

与接地气的路边摊相比，这些特色小店提供的

产品仿佛脆弱而“无用”，但是别忘了，一场疫情

之后，人心是多么需要文学和艺术去滋养和抚慰。

因此我更愿意相信，它们如今的收缩不过是短暂的

蛰伏，只要最真挚、最原初的热爱还在，那么春天

到来之时，这些特色小店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文

艺复兴”。

对我而言，被疫情逼迫开启的极简生活实验也

早已宣告失败。原本以为给生活做减法的理念光荣而

正确，真正体会之后，才发现日子是多么寡淡无味。那

些特色小店折射的文化侧面是如此可爱，那些丰富多

彩的城市生活又是那么迷人。此刻，我只希望疫情能

够赶快过去，茶单上的圆点可以被一个个揭开。

城市特色小店：温柔地回归正是这一家家特色小店，加固了
自己对于这座城市的审美依恋。

专 访
讲美食，其实是透过美食来观察

这个世界。

虎门蟹饼虎门蟹饼 香蕉紫菜糖水香蕉紫菜糖水

盲 盒 热 本 质 上 也 是 一 种 圈 子 文
化，是二次元文化 IP 选择和营销的
结果。

北京望京一家盲盒店和门外的盲盒机北京望京一家盲盒店和门外的盲盒机。。沈杰群沈杰群//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