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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买一个拿到手才知道是什么东西

的东西吗？对于这个拗口的问题，很多人

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个东西就是盲盒。近

年来，盲盒从一种火爆的玩具，演变成一种

文化现象。在玩盲盒的群体日益增大并形

成自己圈层文化的同时，盲盒本身却“出

圈”了，演变为利润颇丰的产业。据统计，

2018年仅闲鱼二手交易平台上就有 30万盲

盒玩家参与交易,每人平均每年花费上万元

收集盲盒。而随着一些著名文化和商业品

牌的加入，盲盒的种类也不断丰富，除了最

早的玩偶盲盒之外，又有了考古盲盒、矿石

盲盒等。可以说，“盲盒热”已成当下流行

文化的一道风景。

盲盒是生活的调剂品，给人们带来了

乐 趣 ，这 也 是 它 受 人 喜 爱 的 心 理 根 由 所

在。世俗生活永远趋于日常化和例行化。

即便我们下决心改变，换工作、移居别的城

市，一时可能获得了一些新鲜感，但用不了

多久，日子又会变得重复。而重复几乎是

单调和乏味的同义语。正因如此，我们虽

然也向往安定的生活，但内心深处总是充

满对不确定性的渴望。低成本、不经意的

小 改 变 ，也 就 成 为 生 活 最 经 济 适 用 的 调

料。打开一个盲盒，或许是惊喜，或许是失

望，不管怎么样，这一点不确定性都给生活

带来了小确幸。

同时，当盲盒变成话题，它就成了一种

“社交货币”。喜好此道者，通过买盲盒、换

盲盒等活动，“以盒聚人”“以娃交友”，逐渐

构成并巩固自己的社交圈，沉醉在亚文化

的氛围中，在获得新的社会介入手段的同

时，也得到了超越盲盒本身经济价值的心

理抚慰和情感满足。这无疑也是盲盒风行

的又一原因。

然而，盲盒的过度消费，也带来了一些

隐忧。有的商家投机式开发，粗制滥造，生

产了质量不合格的盲盒投放市场，破坏了

盲盒游戏的生态；有的商家刻意囤积居奇，

设置消费陷阱，刺激和助长了奢侈浪费的

消费观。更值得注意的是，Z 世代（1995 年

到 2009 年出生的人群）已成盲盒消费的主

力，并有向更低幼人群蔓延的趋势。一些

年轻人以“赌徒心理”疯狂购买盲盒，沉溺

其中无法自拔，沦为有些商家肆意收割的

“韭菜”，还有可能养成不健康的消费习惯。

找到盲盒游戏的正确打开方式，关键在

于加强对盲盒消费的引导。一方面，规范盲

盒生产和销售，改变盲盒供给野蛮生长的状

态，确保质量过关，鼓励创新创意，加强盲盒

与优质文化产品和活动的融合，推动盲盒更

深层次地嵌入文化产业链条，真正成为文创

精品。另一方面，延伸拓展盲盒的正向功

能，比如和考古文博、科学普及、传统文化等

领域相结合，开发更多更有趣味的国风盲

盒、科普盲盒，让每一次打开盲盒之举，变成

一次好奇心激发之旅；每一次关于盲盒的交

流，变成一次新知的累积，在放松压力、舒缓

心情的同时，为美好生活增添一份新的点

缀。这样的盲盒游戏，不更香吗？

潮玩盲盒的“正确打开方式”

彼得·弗洛扬季齐是斯洛文尼亚的

传奇发明家。1919 年 3 月 5 日，弗洛扬季

齐出生于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市（当时

属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

国），2020 年 11 月 14 日，他在斯洛文尼亚

的一家关怀中心去世，享年 101岁。

弗洛扬季齐一辈子做出了约 400 项

专利发明，其中影响较大的发明包括嵌

入反转片幻灯片的塑料框、香水喷雾器、

塑钢拉链、手摇纺织机、切模机和一种注

塑成型机。而他本人最自豪的发明则是

名为 Monomat 的喷墨机，该机器现在陈

列于德国的慕尼黑技术博物馆。在这近

400项发明中，有 41项专利发明进入了商

业生产阶段。技术发明走向商业化阶段

并非一蹴而就，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早在 1957 年，弗洛扬季齐就发明了汽车

气囊，但受当时材料质量的限制，他的气

囊未能走上市场。

小时候，弗洛扬季齐的家族财力雄

厚，他的外祖父、舅舅、母亲、姨妈等都拥

有各自的产业。比如他的舅舅就拥有布

莱德城堡、城堡游泳池、一所旅馆和布莱

德湖，还拥有两条河流上的捕鱼权。因

此，他家结交了很多国际名流。弗洛扬

季齐小时候就学会了拉手风琴，有一年

南斯拉夫女王到访布莱德，弗洛扬季齐

还郑重地穿上了民族服装为女王演奏了

手风琴曲，以示欢迎。他演奏完后，女王

吻了他一下，把他羞了个大红脸。

长大后，弗洛扬季齐从一所纺织学

校毕业，在一家针织作坊工作，他很快就

意识到织衣的发展前景，并开始自立门

户。随后，他发明了一个木制的手工织

机，这个手工织机比当时的其他针织工

具要高效得多。再后来，他建立了一家

针织纺织厂，成为南斯拉夫王国最年轻

的针织大师。当时，他还有一项营销创

举，为女王织了一条围巾，赢得了女王的

夸奖，此后他成了王家宫廷的针织品供

应商。

弗洛扬季齐曾在摩纳哥的蒙特卡诺

市住了十几年，在这里他见到了很多王

公贵族，也认识了三教九流的社会底层

人物。弗洛扬季齐发现，摩纳哥女士们

出门都带着包，但当时的香水瓶个头不

小，随身携带十分不便。于是，他发明了

一种瓶口安装了喷雾器的小巧香水瓶，

这一款产品一经面世就大受欢迎，娇兰、

迪奥等著名香水品牌都与他合作。也是

在这个城市，他多次凭借自己的技术发

明成为百万富翁，也经历了多次生意失

败，变得一文不名。但他都能坦然面对，

屡败屡战。

他一辈子都在动脑筋，设法解决问

题。比如他妻子患有老年痴呆症，容易

走失。他就做了个折叠鸟笼，放在窗台

上，于是他妻子整天都饶有兴趣地盯着

鸟看，再也不出门乱跑了。

记者采访中问道：“发明家怎么才能

成功？怎么才能生存？”弗洛扬季齐回答

说，发明家必须头脑冷静，思考深刻，喜

欢出门走走，喝点咖啡，不要担心明天有

没有钱买吃的。只有你的心智一直在工

作，你才会健康。他说：“我曾在法国的

蒙特勒伊市住过，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

最美的城市。卓别林是我的邻居，我俩

一起喝酒，一起开怀大笑。”

2002 年，斯洛文尼亚著名电影导演

卡波·戈迪纳（Karpo Godina）拍摄了一

部反映弗洛扬季齐生平的纪录片。2007

年，弗洛扬季齐用斯洛文尼亚语撰写的

自传出版。2011 年时，他的眼睛几乎什

么都看不清了，但仍没有停止发明创造

工作。

弗洛扬季齐的一生经历丰富。他

曾在斯洛文尼亚以外的多个国家生活

过 ，包 括 摩 纳 哥 、奥 地 利 、瑞 士 、意 大

利、德国和美国；他喜欢旅行，喜欢漂

泊 ，在 旅 馆 驻 留 的 时 间 累 计 达 到 25

年，在小汽车里驻留的时间有 4 年，在

火车上驻留的时间有 3 年，在飞机上驻

留的时间有一年半，在船上驻留的时间

有 1 年；他酷爱汽车，先后拥有过 43 辆

小汽车。

在发明之外，他的生活并不单调。

1936 年他就代表南斯拉夫参加了冬奥

会，是南斯拉夫跳台滑雪队最年轻的选

手。他还在 1957年面世的意大利著名喜

剧片《春满销金城》中扮演过一个小角

色。2017 年他接受采访时说，他与爱妻

已携手走过 70年。

图片来源：Kongres Magazine

弗洛扬季齐：

不会跳台滑雪的针织大师不是好的发明家

芝麻是乡间常见的一种油料作物，又称胡

麻、油麻、脂麻，有八谷之冠的美誉。芝麻的颜色

有杂、白、黑之分，以黑白居多，取油以白芝麻为

胜，服食以黑芝麻为胜。在农人的眼里，芝麻的

身份是金贵的，浑身上下都是宝：花可酿蜜，与油

菜、荞麦并列为我国三大蜜源植物；籽粒可榨油，

称为麻油、胡麻油、香油，且含油量高，油质好，味

醇香，生用热用皆可；除了榨油，芝麻籽粒还可制

成芝麻粉、芝麻酱、芝麻糊、芝麻糖等食物；秆可

烧火，是过去乡间每逢年关时才舍得烧锅的优质

燃料；叶可当菜，是有名的黑色食品，在乡间颇受

人们喜爱。

芝麻是一种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的农作物，

除了我国种植芝麻之外，亚洲、非洲、南美洲、北

美洲均有种植。在我国，关于芝麻是原产非洲的

舶来品还是本地物种，一直是众说纷纭。我国最

早记载种植芝麻的是《氾胜全书》，书中将芝麻称

之为胡麻，史书记载芝麻在汉代传入中国。刘熙

在《释名》中说：“胡饼之作大漫冱也，亦言以胡麻

著上也。”刘熙是东汉人，他的这段话意思是说，

人们烤制胡饼，必须要撒上一层胡麻，使胡饼更

为芳香可口。《后汉书》有：“灵帝，好胡饼，京师皆

食胡饼。”胡饼做得这么香酥可口，不仅汉灵帝喜

欢，老百姓也都争相品味，可见汉朝已经大量种

植芝麻了。

此外，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说：“张骞

外国得胡麻。”而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是这样

记载的：“张骞自大宛得油麻之种，齐谓之麻，故

以胡麻别之”，《词源》记载关于芝麻的来历也是

“相传汉张骞得其种于西域，故名”。根据丝绸之

路的记载考证，我国的芝麻最初可能是从印度和

巴基斯坦等地传入，之后便广泛栽培，栽培历史

到现在已经有 2000多年。但也有人猜测，我国芝

麻自古就已经出现，在我国南方湖州市钱山漾新

石器时代遗址和杭州水田史前遗址曾发现过古

代芝麻种子，因此，有人推测我国芝麻起源于云

贵高原。

昔日乡间，芝麻是家家户户必种的秋季作

物，一头连着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一头连着浓

郁醇香的珍馐美味。芝麻产量低，通常都是小片

种，且多种在地头或者开垦的小片荒地之中。由

于芝麻茎秆直立，遮阴面积少，芝麻常用来与矮

秆作物混作，譬如，与红薯、花生、大豆等作物混

作或间作。收割芝麻俗称“杀芝麻”，听起来动作

粗暴寒气逼人，其实也就是用锋利的镰刀将芝麻

从根部放倒，捆成捆，装上架子车拉回家。和其

他农作物粗放的收获方式不同，农人对待芝麻格

外呵护，可谓是享受到了特殊待遇。有平房的庄

户人家，拉回家的芝麻被一捆捆抱到房顶，三捆

斜放围成一个锥形，便于通风晾晒；没有平房的，

在院中选一片平整的空地，铺上草席或者塑料

布，也是三捆斜放围成一个锥形。

等芝麻捆在阳光下晒干晒透了，农人们便开

始打芝麻了。盛放芝麻的器具多是磨盘大小的

簸箩，掂起一个芝麻捆，拿至簸箩上方，双手翻转

一下，使其根部朝上，腾出一只手轻轻拍打数下，

上下再抖擞几下，便有无数芝麻粒雨点般落在簸

箩内，如此简单娴熟的动作一遍遍重复，直到一

颗颗饱满温润的芝麻粒从干瘪的芝麻蒴中飞奔

而出。

等芝麻都颗粒归仓了，芝麻秆也就完成了自

己的使命。不过，芝麻秆也不是无用之物，乃是

农家上等的燃料，烧鏊子烙馍最好不过。墙角

处，大门外，一捆捆晒干的芝麻秆被农人们码放

成柴火垛，待到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时节，被一

一送入灶膛，化为一缕烟火，温暖着一家老小的

胃和农家日子。

八谷之冠

在人类与动物的关系里，我们习惯了用

人类的视角去看动物，而忽视了站在动物的

视角去看待人和动物、人与世界、动物与世

界的关系。

赵序茅长期从事濒危动物的研究保护

工作，担任兰州大学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会员等职务，著述丰厚。他的《动物眼

中的人类》，正是从动物的视角出发，让我们

觉察到动物因为人类受到的影响，体会动物

是人类的进化之镜、情绪之镜、行为之镜。

这部作品是赵序茅行走中国各地自然生态

保护区和野生动物保护区，记录自己的科考

经历，记录所思所想的结果。

白水河、唐家河、小寨子沟、老河沟、神

农架、汶川草坡、卧龙、西双版纳……在这些

地域里，尚且生活着那些珍稀的、最后的动

物族群，比如金丝猴、松鸦、大熊猫、亚洲象

等，还有那些虽然不够珍稀但也是群落栖息

地不可缺少的生物，比如蚯蚓、蚂蚁、蜜蜂

等，它们都是赵序茅的观察对象。动物们有

时接受“两脚兽”的到来，允许他们在它们中

间行走，适度地触摸，不过，更多的时候，动

物表现得警惕、躲避和反抗。

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科普工作的艰

辛，跋山涉水，路远迢迢，却未必能达成目

标。连续几日踏雪寻猴，发现了食物残渣和

粪便，然而，川金丝猴始终没有露面，科考目

标只能转为藏酋猴，好在他们观察到了藏酋

猴特异的性行为，比如同性恋、自慰、猴鹿交

配等，关于雌猴性释放和猴群的学习行为的

课题，也有其价值。科考过程不乏危险，在

版纳丛林里，他们与眼镜王蛇狭路相逢，人

蛇对峙，危局何解？作者的描述有自然文学

的风采，引人入胜。在那瞬间，赵序茅猜测，

眼镜王蛇摆出的进攻姿态只是虚张声势，它

害怕他，正如他害怕它。赵序茅有意往后

退，并且观察眼镜王蛇做出的反应，大蛇果

然没有追击他们。

在这部作品里，赵序茅不断强调，动物

对于人类的防御与惧怕，远远胜过人类对待

它们的程度，人类的杀戮早已让许多动物灭

绝，此外，人类还改变了许多动物的行为轨

迹和进化历程。比如，由于人类对于动物栖

居地的不断侵犯，许多昼行动物只能改变习

性，在夜间出来活动。

动物眼中的人类，到底是怎样的？科学

家也不能做出准确的解释，不过，动物的行为

多少给出了一些答案。羚牛伤人，主要是因

为人破坏了羚牛与人的和谐距离；黑熊其实

非常胆小，绝大多数时间都在采集昆虫和植

物果实，只有遇到无法逃脱的境地才会本能

地自卫反击；松鼠的贮食行为可以帮助植物

种子的传播，可是人类挖走了它们的储备，导

致它们处境艰难；突然出现的白化大熊猫成

为万众瞩目的对象，可是对于它本身来说，这

种异化带给它的绝不是好处，而是证明人类

的干扰造成的物种变异现象正在增多。

这部作品的前言和尾章另辟专节讲述

“野生动植物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和

“因为人类而即将消失的中国动物”，这个闭

拢的圆圈状叙述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

一种移换，这种移换扎根在了作品的主题和

内容之中，当我们谈论动物之时，我们也在

谈论人类自身，我们需要认清自己在世界上

的位置。赵序茅指出，动物最大的智慧在于

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点恰恰是很多人

不具备的。

当我们谈论动物时

也在谈论我们自身
——读《动物眼中的人类》

北京故宫拥有数量庞大的宫殿建筑群，

而其中的核心则是位于南部区域的三大殿：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它们曾经是皇帝举

行国家活动的重要场所。公众去故宫参观，

可以看到三大殿矗立在三层台基之上，给人

高大、威严之感。然而与明朝初建时相比，

今天的三大殿体量要小得多，其根本原因在

于防火。

明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紫禁城初

建完工时，三大殿被称为奉天殿、华盖殿、谨

身殿。三殿体量硕大，彼此间距仅为 10 米

左右。据《大明实录》卷四百四十七记载，奉

天殿初建完工时长约 95米（三十丈，一丈约

为 3.17米），宽约 47.5米（十五丈），建筑面积

约为现存太和殿建筑面积的 2 倍。在此后

的 200余年里，三大殿因过大的体量与过小

的间距，在火灾中多次互相殃及。

明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奉天殿因雷

击失火，且很快蔓延到华盖殿、谨身殿，结果

三殿均被毁。明正统六年（1441）九月，三大

殿复建完工，各建筑体量、建筑间距基本与

初建时期相同。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三大殿又

因雷击失火被毁。有细心的大臣发现，三殿

同时被毁，除了因为建筑材料容易着火外，各

殿之间的间距过密也是主要原因，因而建议

缩小三大殿的建筑尺寸、增大三大殿之间的

间距。但这条提议遭到了大学士严嵩的极力

反对。据《大明实录》卷四百四十七记载，严

嵩认为建筑地基施工难度大、费用多，若三大

殿地基发生变化，会导致地基上部的建筑整

体做大改动，不仅费人力、财力，而且短时间

内很难完成施工。因此，“缩小三大殿尺寸”

的提议没有得到实施。嘉靖四十一年（1562）

九月，三大殿重建完成，嘉靖帝将奉天殿更名

为皇极殿、华盖殿更名为中极殿、谨身殿更名

为建极殿，以试图消除“晦气”。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三大殿再

次因雷击失火。火灾之后，又有大臣提出减

小三大殿尺寸、扩大各宫殿之间的间距，以免

再次出现三大殿均被毁的局面。该建议得到

了天启皇帝的批准。他下令将三大殿尺寸减

小，且皇极殿向南移动、建极殿向北移动。明

天启七年（1627）八月三大殿复建完工后，基

本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大殿的体量和间

距：三大殿的建筑面积缩小为明朝初建时期

的二分之一左右，各宫殿高度相应降低。缩

小后的皇极殿与中极殿、中极殿与建极殿间

距均增加至30米左右，是初建时期的3倍。

此后三大殿又遭受过两次火灾。第一

次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放

火 ，但 建 极 殿 得 以 幸 存 。 清 顺 治 二 年

（1645），顺治帝将皇极殿更名为太和殿、中

极殿更名为中和殿、建极殿更名为保和殿。

清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三大殿再次遭

受火灾：6 名烧火的太监在御膳房用火不

慎，诱发火灾，火蔓延并烧毁了太和殿，但中

和殿、保和殿受损较小。清康熙三十六年

（1697）太和殿复建完成。此后三大殿一直

保存完好。由上可知，三大殿体量减小、间

距增大后，解决了火灾时“均被毁”的问题。

从科学角度而言，相邻的两个建筑是否

发生火势彼此蔓延，与它们的间距密切相

关：间距越小，则其中之一失火时，其产生的

热辐射强度越大，飞火越容易蔓延，使得另

一建筑受热并产生火灾的可能性更大，且在

风力作用下会加剧火势。故宫前朝三大殿

均为木结构古建筑，其主体受力材料及装饰

材料均为木材，几乎可认为是木材材料的组

合体。我国《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堆积

木材（木质建筑）的最小防火间距不得少于

20 米。三大殿在第三次复建后，间距增大，

达到了防火间距的要求，从而避免了火灾发

生时彼此受到牵连的问题。

此外，故宫古建筑高度与宽度比例的协

调性，使得三大殿建筑平面尺寸缩小的同

时，其高度也降低，建筑整体的体量减小。

这无疑对防火是有利的。三大殿的结构形

式均为木柱、木额枋通过榫卯连接形成的木

结构框架。在建筑材料本身为易燃物的前

提下，若建筑体量大，则框架内部空间开阔，

通风好，火焰温度高，建筑材料也燃烧快，建

筑失火的可能性大。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因为这个原因

故宫三大殿“瘦”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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