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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盒经济须规范
殷 骏

    近年来，百余年前就诞生于日
本的营销模式———盲盒经济（在日
本被称为福袋营销）持续火爆，为此
过度支出甚至几近破产的年轻人大
量存在。根据相关报道给出的数据，
过去一年在电商平台已有约 20万
消费者在盲盒上的花费超过 2万元
人民币。在所有消费者中，大学在
校生和女性是核心群体，其中仅
仅手办玩具一项的年市场规模就
接近 2000亿人民币，盲盒销售的
产品设计几百个品类。笔者身边
不少大学生每月花在购买各色盲盒
上面的开销金额超过生活开支，有
的类别、款式、系列的盲盒动辄数万
元乃至数十万元。作为一种特殊的
营销模式，盲盒营销在国内不论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还是上世纪
九十年代前后都已出现，但其演变
为如此大规模的市场还是第一次，
也具有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盲盒经济的最大问题，是消费

者以获取的盲盒内放有价值超过盲
盒购入价格的隐藏 IP或限量版产
品为目的购买盲盒的行为，具有典
型的射幸行为属性，即构成赌博行
为，而概率即为给盲盒产品带来赌

博属性的根本原因，和左右消费者
权利的关键，这也是盲盒引发诸多
社会、经济问题的起始点。有关方面
应对这一特性加以严格限制，切实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净化市场秩
序，敦化社会风俗。
目前造成盲盒产品具有过度赌

博产品属性的直接原因，是其产品
外包装上未标注获得隐藏 IP 或限
量版产品的概率。
鉴于盲盒经济所具有的上述潜

在风险，我们认为可以采取
下列措施———
第一是参考限制高利贷

的做法，出台细则，为“盲盒
产品抽中获得隐藏 IP 或限
量版产品乃至中奖的概率”以及溢
价率设定合理上限；第二是不妨借
鉴文旅部针对采取随机抽取方式提
供虚拟道具和增值服务的网络营销
行业的规定，即要求在盲盒产品的
外包装上显著位置公示随机抽取的

相关信息，尤其是标注获得隐藏 IP

或限量版产品乃至中奖的概率，并
且要求商家保证该信息真实有效；
第三是建议在中小学数学、心理课
程或者兴趣培训课程中增加关于概
率的简单知识，例如方差与期望、独
立事件、相关和因果、幸存者偏差、
聚类幻觉等，消除中小学生对于
概率论因未知而可能产生的好奇
心和猎奇心理以及错误的基本认
知，而到了大学阶段，建议由思政
或相关专业教师开设培养、塑造
学生健康、理性购物心理的相关课
程。第四是在二手盲盒售卖平台上，
通过技术手段对未成年人或经济未
独立人群购买盲盒的行为进行限

制，规定须短信提示其监护
人或父母并经其同意方可购
买，否则不予成交，违反这一
规定的商家予以相应惩罚。
另外，建议在小学、中学

尤其是高校中开展一次全覆盖的调
查，系统、完全地掌握各学段、各年
级、各专业、各班级学生参与盲盒经
济的情况，对可能或已经沉迷其中
的学生应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及时
介入，及时制止。

鱼香袭人海杂鱼
金洪远

    长期工作生活在海滨小城，近水
楼台先得月，各类鱼鲜品尝了不少。每
逢周末，小城的饭店生意奇好，河鱼海
鱼是食客必点的看家菜。就菜式而言，
各家饭店各有烹调秘诀，但在我们几
个老吃客的感觉里，当数位于纬八路
那家小饭店的海杂鱼的味道，按照人
称美食家吴先生的口头禅，“顶脱了”！

印象里那家小饭店就四张桌子，
每次去吃客都像“涨潮”一样，似乎是
约定俗成，每张饭桌都少不了一盆红
烧海杂鱼。按照吴先生开导我的话是：
地鲜莫过于笋，河鲜莫过于鱼，鱼鲜莫
过于海杂鱼。伊是朋友中公认的吃货
老饕，吃多识广，应该不会错。

记得第一次品尝海杂鱼，是吴先
生领着我们几个
同事去的，不消

一会儿，那一盆撒着点点葱花和红椒丝
的红烧海杂鱼便端上了桌面，色泽靓丽
不说，那海鱼独有的香喷喷的气味萦绕
鼻端，尤为吊人胃口，这叫鱼香袭人。

盆中码放的杂鱼我识得有梅子鱼、
小鲳鱼、海鲈鱼和海鲻鱼，还有二三类似
“跳跳鱼”和海虾间杂
其中。杂鱼非常新鲜，
尝其肉，新鲜滑嫩，汁
多味美鱼香便在舌尖
上蔓延开来，果然生
猛。老板娘笑着介绍，他们家进的杂鱼是
亲戚从附近的白沙湾捕捞来的，送到店
里还活蹦乱跳哩。因为食材新鲜，加之野
生，那香味当然扑鼻而来，叫人欲罢不能
而大快朵颐。说句大实话，海杂鱼不新
鲜，烹饪技艺再好也是白搭！

我至今还闹不明白，同样是海鱼，为

何单一品种的鲜度和“混搭”要差得多。
多年买汏烧的经验告诉我，鱼越大鱼肉
越厚就越难以入味，而杂鱼因体量小，浸
润在汤汁里，一口一条是满口完整的鱼
的鲜香，不仅不串味儿，而且每种鱼在铁
锅下猛火的冲击中，里应外合交融着把

黄酒、葱姜、蒜头香味
的激活，各类鱼鲜在
热量里交融、渗透和
碰撞，争先恐后地为
合味至鲜尽情释放出

悠长的一味。因为小而杂，绝对是属于浓
缩的精华版，这不是 1加 1等于 2而是
大于 3，大于 4，你只要看看饭桌品尝杂
鱼的食客在袅袅升腾的鱼香中陶醉的面
容，盆里如雨点的筷头，就一清二楚了。
杂鱼吃完后，杂鱼的汤汁也是鲜香

浓郁的。每人盛上新米饭一碗，汤汁沿着

盆边缓缓流
下，拌着吃，刹
那间风卷残云见了底，适时才依依不舍
地放下碗，咂吧着嘴巴，似乎鲜香还意犹
未尽。
有点感慨，这旁人看来不起眼，甚至

有点不屑一顾的小而杂的海鱼怎么经过
厨师的奇思妙想，一经混搭，一下子蜕变
为人见人爱的至鲜美味，而且念念不忘？
这是大海奉献人间的最美最鲜的馈赠。
小饭店海杂鱼的美味，已成了渐行

渐远的记忆。有时兴致上来，我也会在家
里操弄红烧海杂鱼为孩子换换口味解解
馋，不知什么缘故，那鱼香的滋味似乎和
记忆里的感觉要差上几个档次。唯一欣
慰的是，嘴巴很刁的孙女品尝后的即席
点评：爷爷，侬烧的红烧海杂鱼香喷喷，
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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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诸多媒体和坊间流行着一
首颇有劝诫人生意味的歌谣———《宽心
谣》，传说是赵朴初先生 92?时作。后
来，一部反映亲情的电视剧《孝子》的片
尾曲，即改编自《宽心谣》，并流传开来。

赵朴初先生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上海
市继光高中的杰出校友，上世纪 20年代
他在被誉为“民主堡垒”的麦伦中学（继
光中学前身）任国文教员，前后大约两年
时间。2008年 1月，我随上海市
继光高级中学校庆筹备组一行
人，赴北京赵朴初先生家拜访了
他的夫人陈邦织女士。谈话期间，
座中有人特地问陈邦织女士：
“《宽心谣》是否赵朴老所作？”陈
女士非常肯定地回答：“不是他写
的！他在世时，他在合肥的表妹就
问过他，‘是你作的吗？’他说‘不
是’。”

其实，这种误传，赵老生前就
已耳闻，只是他觉得不愿也不必
公开辟谣罢了。他说：“只要有人
喜欢，就随他去吧。”可见赵朴老
的襟怀之宽。

当下世风趋奢，争名夺利者
不乏其群。常听说“压力山大”，而这种压
力常常是名缰利锁逼出来的。压力之下，
就不知道德与健康为何物了。于是，人们
崇尚淡泊达观，重视自我的道德修养，以
保持宽厚、豁达、积极向上的态度来维持
平衡的心理状态。而伪作《宽心谣》正好
满足了人们这种渴求一种平衡的心态，
便很快流传开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
《宽心谣》，又名《老糊涂歌》，在老

年人当中流传着多种版本。它以七四四
句式，从吃穿、待人接物等方面劝慰世

人要拥有一种乐观看
淡的生活态度。
其实，这种套路的

歌谣，古人早已写过。明
朝郁逢庆就写过这样格
式的画跋：
此老粗疏一钓徒，服也非儒，形也非

儒。 原来只为酒糊涂，朝也村酤，暮也村
酤。 胸中文墨半毫无，名也何图，利也何

图。 烟波染就白髭须，出也江湖，

处也江湖。

因而，借重名家以传其书，用
后世名家的声望来提高自己作品
的影响，以求流传之广与远，这种
伪作古今皆有，不必奇怪。
据说，这首歌谣是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由山东流传至北京的，
流传者以为一旦附会到名人名
下，就不愁不朽！实际上，这是想
多了。自古及今，民间歌谣口口相
传，甚至成为经典也不在少数。靠
蹭名人流传作品，实在是不够自
信的表现。流不流传，还是要文质
本身与时间来决定的。
附：《宽心谣》———

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
天。 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
坦。 每月领取养老钱，多也喜欢，少也喜
欢。 少荤多素日三餐，粗也香甜，细也香
甜。 新旧衣服不挑拣，好也御寒，赖也御
寒。 常与知己聊聊天，古也谈谈，今也谈
谈。 内孙外孙同样看，儿也心欢，女也心
欢。 全家老小互慰勉，贫也相安，富也相
安。 早晚操劳勤锻炼，忙也乐观，闲也乐
观。 心宽体胖养天年，不是神仙，胜似神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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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几篇文章的分析
可知，就治疗力度的控制
而言，《黄帝内经》虽然对
应用性力偏强或者强烈的
药物治病时，皆不主张尽
去疾病，但在使用“谷肉
果菜”的食疗时，也提出
了治病应该彻底的主张。
《神农本草经》则明确主张
不论药性之强弱，
治病概以全部去除
为尺度的观点。可
见两者的差异是明
显的。对此应该如
何解读呢？我们需
要再接着学习中医
的临床学经典———
《伤寒杂病论》，看
看它在治疗力度的
控制方面是如何论
述的。
《伤寒杂病论》

（包括《伤寒论》与
《金匮要略》）中对
于如何控制治疗力
度的问题并没有专
门的论述，相关内
容都是分散出现在书中所
列方子后面的使用注解
（术语谓“方后注”。以下简
称“注”）中。另外，对此同
一问题的注解用了较多不
同的表达方式，其中对后
世影响最大的是下面条文
中笔者标注着重号的两句
话，分别是：《伤寒论》第
247条麻子仁丸注，“饮服
十丸，日三服，渐加，以知
为度”；《金匮要略》中百合
地黄汤注，“分温再服，中
病勿更服”。
先分析“以知为度”此

句中“知”的确切含义。近
人对此的解释主要有有

效、显效或含糊的“一定
程度”的好转数种，较少
当作痊愈理解的。那么仲
景的本意究竟是哪一种
呢？我们只有通过对原著
的细致分析才能得出符合
作者本意的正确解答。
《伤寒杂病论》中在某

个方子后的注解中直接用
“知”来表示治疗尺
度的虽非个别，但
并不常见，更多的
是用其他的文字与
方式来表示。总括
如下：一、用表示痊
愈的“知”字直接表
示。除上文所引的
麻子仁丸之注外，
还如《金匮要略》中
赤丸的注曰，“先食
酒饮下三丸，日再
夜一服，不知，稍增
之，以知为度”。乌
头汤注曰，“服七
合，不知，尽服之”。
二、用标志疾病是
否痊愈的症状表

示。如《伤寒论》第 208条
大青龙汤注曰，“一服汗
者，停后服”。第 212条的
大承气汤注曰，“若一服
利，则止后服”。第 76条栀
子豉汤注曰，“得吐者，止
后服”。第 213条小承气汤
注曰，“若一服谵语止者，
更莫复服”。《金匮要略》中
葵子茯苓散注曰，“日三
服，小便利则愈”。续命汤
注曰，“温服一升……不汗
更服”。三、用表示疾病痊
愈之义的不同文字表示。
如《金匮要略》中甘草粉蜜
汤注曰，“温服一升，瘥即
止”。茯苓杏仁甘草汤注

曰，“日三服，不瘥更服”。
《金匮要略》白头翁汤注
曰，“温服一升，不愈更
服”。生姜半夏汤注曰，“日
三夜一服。止，停后服”。红
蓝花酒注曰，“顿服一半，
未止再服”。《伤寒论》第
101 条曰，“伤寒中风，有
柴胡证……若柴胡证不罢
者，复与柴胡汤”。第 104

条柴胡芒硝汤注曰，“分温
再服，不解更作”。第 152

条十枣汤注曰，“若下少病
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
钱”。第 306 条桃花汤注
曰，“若一服愈，余勿服”。
四、把标志疾病痊愈的症
状与表示痊愈的文字结
合在一起共同表示。如
《金匮要略》中木防己加
茯苓芒硝汤注曰，“分温
再服，微利则愈”。《伤寒
论》中桂枝汤注曰，“如一
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
尽剂”。
在比较了上述四种表

示治疗尺度的不同方式
后，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
后三种形式所表达的都是
治病要以痊愈为尺度的意
思。再可以用类似下面这
样的语句来佐证，“不知，
稍增之，以知为度”；“止，
停后服”；“未止再服”；“若
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
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
者，更作服”，说的都是治
病要求彻底的意思。可

见，前面的理解是正确
的。由此就可确定：“以知
为度”中的“知”应当作为
痊愈来理解；也由此而可
以明确：后人将表示古人
治病神奇的所谓“一剂
知，二剂已”中的“知”理解
为有效、显效等意思，显然
都是失当的。

通过对“知”的分析，
自然也就可以对“中病勿
更服”此句中的“中”字作
出痊愈而非有效或显效
等的解读了。因此，近人中
将“中病即止”之“中”字解
读为点到为止之意，显然
更是失误。
《黄帝内经》中在治

疗力度的控制上之所以
原则上不以完全解除疾
病为标准，是因为基于不
论药物偏性之强弱都会
或大或小地损害人体正
气这一认识。那么张仲景
主张治病应该全部解除的
依据，是不是因为他所用
药物的偏性都不强烈呢？
显然不是。中医自古就把
一些药性猛烈之药称为
“虎狼之药”，如生附子、
生麻黄、生桂枝、细辛、生
大黄、生石膏等，而这些
恰恰正是仲景救危扶倾
的当家之药。

由上可知，治疗力度

的控制不以药物偏性的强
弱为依据，而只以完全解
除病证（或病因）为尺度。
这不仅只是《神农本草经》
的观点，同样也是《伤寒杂

病论》的主张。那么《黄帝
内经》为什么在这方面的
基本原则会跟上述两者存
在明显不同呢？究竟谁更
合理呢？ （待续）

弄口烟纸店 （剪影） 李建国

母亲之问
何鑫渠

    母亲生前爱问我：“为
什么水果店里的伙计不懂
水果，生意还蛮好？”这个
问题我回答不了。按理母
亲应该能回答的———外公
外婆开水果店，母亲从小在店里帮工；她退休后与我一
起在上海三林塘居住，不到百米的上浦路上竟然有三
家水果店，母亲经常去买水果。她去水果店爱探究不同
品种的特色和区别，但对方往往一问三不知。所以母亲
疑惑：既然水果店里伙计不懂水果，为何生意还蛮好？
结论似乎是：如果店里伙计懂水果，生意应该更好了。
其实，我也有不少问题不得其解。天目笋干产自我

插队落户的杭州临安天目
山，与天目云雾茶、昌化山
核桃并称“天目三宝”。从
前天目笋干分为焙熄、扁
尖、肥挺、秃挺、小挺、直尖
六类。焙熄与扁尖差别不
大，故上海人就将扁尖来
统称天目笋干。我朋友是
吃客，有一次我们同去西
天目山，他一定要买“焙
熄”，但山农回说“只有统
货”，于是，彼此都是一脸
苦笑。山农说：“我把焙熄
卖给你，剩下的给谁？”我
朋友说：“我只要焙熄，你
把统货卖给我做什么？”
我很疑惑：以前吃笋

干人少，但市场仍要分成
六个等级；现在吃得人多
了，怎么只有统货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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