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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聪明
童孟侯

    云南某村杨宝家有普洱树
38棵，每年采茶，每年做茶，每年
卖茶，但是积压甚多，销路欠佳。
有一天杨宝想：农村实行包产到
户，我的普洱树为什么不可以包
“树”到户？于是，他在网上发布消
息，说自己家的几十年老普洱树
可以包给茶客，一棵树一年 5000

元，采下的茶叶则全部归包主。杨
宝还拍了视频：欢迎茶客到我家
实地考察。
我的好朋友笋头，是普洱茶

的老吃客，瘾头重，喝量大，要求
高。于是，他包了杨宝的一棵普
洱树，出了 5000元。杨宝立刻给
笋头制作了一块铜牌，上刻：品质
体验官。

4月份，杨宝从笋头的树上
摘下 7斤普洱，压成饼寄给了笋
头。来算算这笔账：7斤普洱压成
七子饼，每饼就要 500元。杨宝
有 38棵普洱树，全部包出去就

得了 19万元。从此，杨宝休闲
了，捧着大烟筒慢慢抽，细细抽，
种普洱不是种水稻，不需要时常
施肥浇水除草灭虫。从此，笋头
在家里悠悠地泡着自己的生普，
再也不用到处去寻找高质量的
无污染的高山上的普洱了。
———聪明人和

聪明人较量，必有
一方更聪明。
老爸老妈总想

住一套一百多平方
米的宽敞大房子，女儿晓苏买不
起，就租了一套，但是她跟爸妈说
这套房子是她买的商品房。
过了一个星期，公司派晓苏

到新加坡查账，为期三个月。一
晃，三个月快到了，老爸打电话给
晓苏：你快回来了吧？我要给你一
个大大的惊喜！晓苏问：什么惊
喜？老爸说：我把我们家的房子装
修了一遍！

———当一个聪明和另一个聪
明对撞，有时会聪明反被聪明误，
但是这样的事不多；一般两个聪
明加一起等于聪明的平方。
上海电视节目《欢乐蹦蹦跳》

是名牌。有一次主持人四眼哥哥
问小屁孩：有个老爷爷丢了一匹

马，你认为马还会
回来吗？一个孩子
答：会回来的，因为
它认识自己的脚
印。一个孩子答：我

觉得马到外面去结婚了，不会回来。
还有一个孩子答：会回来的，因为它
的押金还在老爷爷这里。
———孩子的回答包含了很多

社会问题，怎么不耐人寻味？
淮南来的小老板向蒲阿姨借

了一套门面房，开了淮南牛肉汤
店。买牛肉、割牛肉、煮牛肉、切牛
肉，小老板样样亲力亲为。蒲阿姨
天天在店里帮忙。小老板说：不好

意思，这样吧，你
在我店里吃牛肉
面免费。蒲阿姨
摇头：不可以的。
年轻人创业不容
易，能省还是省一点。一年的租房
期到了，蒲阿姨把小老板赶走了，
自己开了一家淮北牛肉汤店。
———聪明难数筛子眼，伶俐

难分鸟雌雄。
东一片，西一片，隔个山头不

见面（指耳朵）；上边毛，下边毛，
中间一粒黑葡萄（指眼睛）；红门
楼，白门坎，里面坐个胖娃娃（指
嘴巴）；小白孩，住高楼，看不见，
摸不着（指脑子）。据说这四样东
西：耳、眉毛、口、心，加在一起就
是个聪明的“聪”字！

这样的解读有点牵强，能想
出来的人肯定是个很聪明的现
代人，因为这个聪字的繁体字
是：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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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各地居民小区多次发生致使
人员伤亡的严重火灾，且多数火宅发生
在老旧小区，揭示出老旧小区存在不小
消防安全隐患。
不少人员密集的老旧小区，建造年

限长，居住密度大，电线老化和私拉电
线、楼道堆物、电动车违规充电、私家车
挤占消防通道等现象屡见不鲜。我国《消
防法》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
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
器材，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上述小区内的种种
不当行为都严重影响了消防安全，均与
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
之所以老旧小区消防安全隐患长期

存在，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规划层面。
不少老旧小区没有或少有停车位，难以
适应日益增长的停车需求。二是管理层
面。物业服务人员对老旧小区的停车难

题，既无执法权，也缺乏居中协调的主动性；商场、学
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停车资源又很少对社会开放。三
是理念层面。不论是居民还是物业，安全责任意识普遍
较淡薄，在遇到火情时，甚至以违法侵占消防通道与致
使公共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拒
绝配合移动车辆及其他堆放物，并且居民普遍认为车
辆停放的重要性高于消防安全。四是设施层面。现有消
防载具尺寸庞大，通过性较差，对于特
殊小区消防抢险比较缺乏针对性；同
时，出险时普遍缺乏与载具相衔接配
合的软硬件。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采取如下措

施切实消除老旧居民小区消防安全隐患———
首先是要优化不动产指标参数，同时在制度框架

内抓紧制定既有小区停车位的增设和改造规划，包括
按小区产权面积及业主人数双重四分之三同意（民法
典 278条）的前提下，将部分绿化带改建为停车资源。
其次是以民法典出台为契机，及时配套完善《消防法》
《刑法》等法律法规，对堵塞消防通道行为加大处罚力
度，并认真研究是否有必要将堵塞消防通道及拒绝配合
消防抢险工作进行相关挪动情节严重行为，以危害公
共安全罪入刑。还有是建议创新和丰富物业、交管的管
理方式，包括引导物业服务人员主动作为，并为之赋
能，使之勇于肩负起业主和周边社会资源之间沟通协
调的桥梁作用，促进人口密度高、停车资源紧张的老旧
居民小区与周边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资源之间达
成更优以及停车需求与停车位的更优配置；同时也包
括丰富交管部门执法场景，增加针对居民小区的不定
期突击检查，并对侵占消防通道的行为强化举报机制。
第四是通过违反相关规定后的惩罚后果教育，强化执法
者、物业服务人以及居民三方的消防安全责任意识，使
潜在行为人不敢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最后是尽快改进
消防载具及器械设计，提升多器具协同消防能力，增
强应急管理的特殊场景适应性。

在安吉过国庆
程介平

    第一次知晓安吉，是在 21年前。看
过电视片“走通黄浦江”，才知浦江的源
头在一个叫安吉的地方。后来，电影《卧
虎藏龙》那场扬名海内外的竹梢上打斗
的戏在安吉取景，安吉的知名度陡然大
增。而真正使安吉家喻户晓的，是习主席
在安吉余村的“两山理论”讲话。
今年国庆节，为了参加某旅游小报

摄影征文活动，我和夫人去余村拍摄。
好几年前到过余村，村里道路狭窄，

到处尘土飞扬，感觉就像一个大工地。这
次来到余村，突然发
现以前的余村“不见”
了，代之以一个秀竹
连绵的美丽乡村。运
矿石的拖拉机不见
了，取而代之的是景区载客观光车。农户
利用“青山绿水”办起农家乐、建起高档
民宿，老村委旧址上建起了“两山会址”
景点，向人们展示余村曾经的生态污染
和余村新面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余村人靠山吃

山———采石矿、造水泥、烧石灰，炸山的
炮声曾经把一公里外村民家的玻
璃门窗都震碎，矿难时常发生；一
下雨，村里的溪水就像酱油一样
黑。2003年 4月，习近平同志到
安吉调研时指出，安吉只有依托
丰富的竹子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走
经济生态化之路，经济的发展才有出路。
村里开始关停矿山企业、封山育林。2005
年 8月 15日，习近平同志再次到安吉考
察，在余村村委的一次讲话中，习近平同
志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余村成为“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当
初，余村关停矿山，等于“自断”生路，村
民的生活像是一夜倒退了 30年，是“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让余村人

吃了定心丸。如今，余村人仍然“靠山吃
山”，但从“卖石头”变为“卖风景”，村民
收入大增，率先过上了小康生活。因此，
村民在“两山会址”景区水面上立了一块
巨石，石上镌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几个红色大字，巨石离水面高度 8.15

米，就是为了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
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照射在纪念

碑上，犹如给石碑裹上了一层金色的外
衣。水面倒映出远处的青山，映衬在蓝天
白云下，仿佛触手可以摸到纯净的空气。

一个孩童手举国旗，
摇摇晃晃地走到水
边，要母亲给他拍照。
他哥哥把手中的国旗
指向纪念碑，在向弟

弟解说着什么。我赶快举起相机按下快
门，留下这美好的一瞬间。
离开余村，去一家农家乐就餐。山的

那边正在建设“天蓄”（天荒坪抽水蓄能
电站）二期工程，老板娘说，它是继三峡
之后的又一巨大工程。安吉这样一个小
地方，怎么和世界第一搭上边呢？原因是

“天蓄”二期建成后，总装机规模
将位居世界第一。餐后驱车前往。
通往天荒坪的公路称得上是“十
里山路十里景”，竹海浩荡，峡谷
幽深，令我心旷神怡。极目远眺，

对面山腰上缠绕着好几条为了工程而
开凿的盘山公路，蜿蜒迤逦，大型工程
车辆穿梭其间，好比在排演一部大片。
为了更快更好地减少碳排放，用上清洁
能源，实现这个“世界第一”的梦想，竹乡人
民付出了无数艰辛和牺牲。这一拆一建，
不正体现了一个大国的历史担当吗？

安吉真是一个平安吉祥、充满诗意
的地方，希望这一名字的美好寓意，能一
直庇护一方百姓，守护一方净土。

富贵包盈利
李兴福

    鲍鱼、鱼翅、海参、鱼肚等海
味，向来都是富贵的象征，将吉品
干鲍同大乌参一起烹制，遂有“富
贵包盈利”的美名。

这两种原料都是名贵的滋补
佳品，但它们本身都是无味的，烹
制时得配合有滋味的食材，如草
鸡、宣腿、瘦猪肉等，才能烹调出
有滋味、有营养的佳肴来招待宾
客。

此菜制作时一定要备高汤，
否则菜肴无滋味；海参一定要多
洗几次。

原料：
涨发好的鲍

鱼 3只，水发海参 600-700克，高汤
700-800 毫升，料酒 50 毫升，熟油
50-60毫升，生抽 30 毫升，小菜心
数棵，葱、姜、糖、盐、鲜粉、胡椒粉、
湿淀粉、麻油各适量。

做法：1. 每只鲍鱼平批成 4-5

片，备用；海参洗净，切成 5厘米长、
3厘米宽的厚片；葱切成 3厘米长
的段，姜去皮切厚片；2.炒锅洗净加
清水，放入海参 5-8分钟捞出，冲

洗干净；3.
锅烧热，放
油滑锅,锅内留 30 毫升油，中火烧
热，将葱、姜下锅煸炒出香味后，倒
入高汤，下海参烧开，盖上锅盖，中
火烧 5-6分钟；4. 取出姜片，加料
酒、生抽，放入鲍鱼片，旺火收汁，加
糖、胡椒粉、鲜粉，待锅内汤汁余
100毫升时，淋少许湿淀粉勾芡，烧
开后淋上麻油和熟油；5.海参装盘，
鲍鱼片围在海参周围，小菜心炒熟
后围边即成。

特点：此菜讨口彩、求吉利，色
泽浅红，香味浓郁；海参软糯入味，
鲍鱼味鲜有嚼劲。

中药剂量应用之补议（下）

张建明

    之前的几篇文章，我
从古代经典、古今医家观
点、临床实例、临床客观需
要以及药理学原理等多方
面初步论证了启动量的可
行性、有效性与安全性。那
么，接下来要讨论的实际
问题就是，在疗效已经初
步产生，但尚未显效或者
痊愈时，治疗上
是应该停止还是
继续？如果需要
继续，那么剂量
上是该取原来的
量予以维持，还是继续加
量直至显效或者痊愈呢？
古今对后续治疗的原

则主要存有两种观点：一
是依据《黄帝内经》中“大
毒治病，十去其六……”以
及《伤寒杂病论》中“中病
勿更服”之意而推导出的
“中病即止”的观点。其意思
是，在治疗取得了一定的
疗效后就应该停止。二是
后人依据古今实践中的普
遍事实而提出的“效不更
方”的观点。其意思是，在
用药后虽已初见疗效，但
尚未达到显效或痊愈时，

就应该依然使用上次的原
方（包括药物、剂量与用
法），或者不作大的更改而
继续使用。虽然后一个观
点本身指的只是初效后如
何后续治疗的一个方式，
但因其在客观上对初效后
是否继续治疗的问题作出
了肯定的回答，所以它也

就成了后人在争议中病止
否问题时的另一个依据。
那么治病时究竟是中

病即止还是不止？止与否
的依据是什么？作为止否
依据的“中”的正确含义是
什么？为什么《黄帝内经》
提出了药物治病取其大半
即可而非全部的观点？这
种观点的依据何在？这种
依据正确吗？产生这种依
据的缘由又是什么？为什
么这一观念逐渐被不少后
人理解为治病用药点到为
止即可的温和之义了？为
什么《神农本草经》与《伤
寒杂病论》中都主张治病
应以全部去除为尺度，但
《黄帝内经》之意却与其产
生了不同？这原因又何在
呢？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

到临床上后续治疗原则的
确定，所以有必要予以认
真探究。

要比较正确地回答
这些问题，就需要对“中
病即止”此意所出的源
头，即《黄帝内经》《神农本
草经》和《伤寒杂病论》这
些经典中的相关经文加以

分析。先讨论《黄
帝内经》中的相
关条文。
《黄帝内经》

中有关治疗力度
控制的内容主要有两段，
先看第一段，《素问·六元
正纪大论篇》：“黄帝问曰：
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
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
帝曰：愿闻其故何谓也？岐
伯曰：大积大聚，其可犯
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
死。”原文的大意是：黄帝
问道：女性怀孕后，给她用
性力强烈（文中的“毒”并
非现在概念的毒性之义，
而是指药物的偏性，这里
指偏性大的药物）的药物
会怎么样呢？岐伯回答说：
只要有导致疾病的原因存
在，那么即使用性力强烈
的药物也不会伤及母婴，
这也就是这种结果的原
理。黄帝说：我希望了解这
种原理是如何解释的？岐

伯答：只要妊娠女性生了
严重的“积”或“聚”的疾
病，那就可以触犯（突破）
平时对于妊娠用药的禁忌
法则而用性力强烈的药物
（因为这类疾病如果不除，
也会伤害母婴，笔者注），
但必须在病情好转一大半
后就停止用药，过此尺度
就会致命。
我理解这段原文在客

观上应该表达了下面的三
层意思：一、“毒之何如”这
句问话在客观上提示出了
常例。即在通常情况下，怀
孕的女性是不能应用性力
强烈之药的，因为这类药
会伤及母婴。但如果需要，
也是可以使用的。显然这
又是作为特例而提出的，
体现了处理矛盾特殊性时
的灵活性。二、尽管文中对
可以突破禁忌所设定的前
提是患了大积大聚之类的
重病，但这不应是所设前提
的本质。因为凡病总是由某
一（些）因素所导致的，而病
因不去，疾病自然不会痊
愈，所以原文中作为前提
的虽是大积大聚之病，但
在本质上应该是导致疾病
的原因。据此而可将原意

演绎的意思表述为，只要
性力平和之药难以去除的
病因确实存在，那么就可
使用性力强烈之药。三、提
出了治疗力度控制的尺
度，即病去“大半”就应该
停止治疗。那么接着的问
题就是，文中所谓的“大
半”究竟是指多少呢？我查
了一些资料，较多的说法
是“过半数”或“大部分”。
但“‘过半数’可以是整体
的 51%至 100%”，这显然
跟原文之义有距离。那么
“大部分”又究竟是多少
呢？比较通行的说法是“超
过一半的部分”。有的说是
“指 51%以上至 99%以下
之间的部分，但习惯上指
70%至 80%这一范围”。也
有说法是“‘大部分’就是
大多数的意思，而‘大多
数’是指远远超过多数的、
超过半数很多的数量”，还
有说法是“‘大部分’属于
60%至 90%”。因为“大半”
本身就是一个约略性的概
数，所以上述的解释也确
实都难以给出确定之义。

我体会“大半”相当于
“大多数”，所指大约在 80%

至 90%间应该比较符合经
文之义和我们现在习惯上
的认知。据此，“衰其大半
而止”的意思就可理解为，
在取得疗效的八九成时就
应该停止用药了。（待续）

池塘里捞鱼虫 （剪纸） 李建国

三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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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记

徐
弘
毅

    说话不负责任，办事何有责任可担
负。
我们常常在迷惑中清醒，在怀疑中

反省———在清醒与反省中行进。
思想没有一点浪漫与奔放，生活何

有几多追求与欢乐。
如果一时一事也不能容忍，怕是一

生一世难以融合。
阅记，读思，悟行，善为。

被人牵着走的思想，往往少了一份独创与掌控。
彼此信任才事有可托、可成，不然何言可托、何言

可成，或者事有始托而终无可成。
机制合理，运行合规，为人见善，为事见效。
你话所说或心上所想，若非骨子里所记，岂有刻骨

铭心的事做、事成。
说话有口无心，怎会事有可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