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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机疯狂扩张乱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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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周慧超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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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一元硬币或者扫二维码，移动摇杆看准
方位，拍下按钮，抓手抓住了玩家想要的皮卡丘
或熊本熊，然而夹起来不到 2 秒，可爱的玩偶从
松松垮垮的抓手中骤然坠落，心情瞬间从期待变
成失落，
不甘心，
又想再来一次……
原本只是在电玩城里当“配角”的娃娃机，最
近攻城掠地，迅速抢占了商场、超市、电影院等人
流集中的地方。乘着移动支付的东风，以及种类
繁多的可爱玩具，娃娃机成为当下最火爆的打发
“碎片时间”的消费方式。但长江周刊记者采访
发现，这一领域可能存在人工操控等三大乱象。
律师建议经营者适当披露总体抓取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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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试 30 次都没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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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九江铜锣湾商场 3 楼，靠近儿童乐
园周围的空地上，一大排娃娃机严丝合缝
地立在道路一边，红色娃娃机里有小猪佩
奇、熊本熊、装死兔、哆啦 A 梦等 20 多种玩
偶，这种娃娃机除了可以投币抓娃娃以外，
每个娃娃机上都贴有二维码，可以扫描之
后微信或支付宝支付。
7 月 3 日下午 18 时，由于是工作日，商
场里比较冷清，但不到 10 分钟，已经有 6 人
驻足在娃娃机前尝试夹娃娃，不过没有人
能夹到。这里的娃娃机玩一次需要 2 元钱，
尝试的人不少，大多是年轻男女或者带着
孩子的家长。有些娃娃机里的娃娃已经被
抓走了一大半。
而在万达广场，更是娃娃机的天下，除
了电影院和过道，万达广场甚至有不少娃
娃机的专用门厅。在三楼的电梯出口，就
是一个专用的娃娃机门厅，是来万达用餐
出入电梯的必经之路。
“这批娃娃机是去年开始摆在商场里
的，一直挺受欢迎，周末人很多。”万达广场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长江周刊记者。记者粗
略统计一下，
万达广场共有娃娃机近 100 台，
这些机器每天都会有人专门维护。

为何扩张得如此快？
从单纯硬件终端回报来看，娃娃机和
迷你 KTV 都可谓是赚钱生意。长江周刊记
者在百度上查询得知，一台娃娃机的价格
普遍在一千元到八千元不等，而娃娃的价
格则大致为几元到二十元，在周末、节假日
等时间，人流量大的地方有时候一天要补
货几次，基本一台娃娃机可以轻松月入过
万，
不到一月即可回本。

对于娃娃机的经营者来说，
选址就显得
尤为重要了。在万达广场这样人流量大的
商场里摆放娃娃机，
不仅需要购买娃娃机和
娃娃等成本，
还需要向商场缴纳入场费。这
也根据商场内不同的地段而价格不同。

三大乱象值得关注
乱象 1 设备管理不完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市场上大部分娃
娃机是无人值守、自助经营模式，这也使消
费者感觉到其管理存在很多缺失。
新天地商场的娃娃机区域大概有三组
消费者在进行尝试。其中一家三口为了把
卡在出口边缘的一个钥匙扣抓出来，左右
摇晃机器，甚至倾斜到接近 45 度角，用了 10
分钟左右才把这个钥匙扣“抓”了出来，动
作之大引得其他消费者纷纷侧目。在此过
程中，
并没有工作人员出现并制止。
记者尝试用微信支付购买游戏币，钱
被扣走之后却没有出币。打客服电话询问
后才被告知，此处网络不好，无法使用微信
购币，
“ 您应该已经收到退款了，您也可以
用现金买。
”
乱象 2 玩具质量参差不齐
娃娃的质量是能否打动消费者的关键
因素之一。长江周刊记者走访发现，市面
上的娃娃机都是“各自为战”，并没有统一
的质量标准。
“这些玩具是正版吗？”面对娃
娃机里质量参差不齐的玩具，市民童女士
产生了这样的质疑。长江周刊记者走访多
处娃娃机，只在万达游戏王的娃娃机看到
了一款兔子造型的玩具吊牌上信息清楚完
整，标注了材质、填充物、适合年龄、合格证
等级、执行标准、产品品牌、版权授权方、授
权制造及总经销、服务电话等信息，其余绝

大部分玩具都是“三无”商品，没有任何标
签信息，
是否正版更无从谈起。
乱象 3 成功概率人工操控
“我一直以为娃娃机就是骗人的，
根本不
可能抓起来。
”
市民吴女士的观点代表了不少
人的看法。然而，
有一些人表示自己抓的娃
娃已经把家都堆满了。在知乎上，
一篇名为
《如何玩转抓娃娃机》的帖子获得的点赞数高
达2.5万个，
评论里一片顶礼膜拜之声。
事实上，除了消费者有娴熟的技巧，商
家暗中对出娃娃概率的操控才是背后的关
键因素。记者以加盟者身份致电一家娃娃
机生产商，对方告知，理论上这一概率最高
可以调到 256 次抓到一次，也可以设置为几
次就抓到。
“ 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把概率
设在 20 到 50 次。”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总是
抓不到会让人失去热情，而太容易抓到铁
定要赔钱，
需要找准一个平衡点。

亟待完善行业监管
既然有乱象，那么我们的监管部门又
是如何管理的呢？
娃娃机在城市中乱摆乱放，
影响市容市
貌属于执法部门管辖，
记者从执法部门了解
到，
目前九江娃娃机乱摆乱放等现象总体较
好，之前在四码头附近胡乱摆放的娃娃机，
也都用劝离的方式得到了妥善解决。
而关于娃娃机的抓取概率、娃娃本身
的质量等问题，则需要专门的行业标准，这
一部分仍然是一个空白。
“台湾人对娃娃机
有非常完善的法规约束，从保证夹取的最
高金额，到洞口的大小限制都有详尽的规
定。”一位业内人士说，
“九江目前还是比较
混乱的，希望相关部门也能制定相关规定，
保证整个行业在健康的环境中发展。”

濂溪学堂在华东市场内？
■ 本刊记者 周慧超
牖。峨峨双剑峰，隐隐插牛斗。疏云互明
句“负郭”一词来看，他的参照物是府城。
晦，岚翠相妍丑。陈文：由江州之南出德化
第二句“渐次”一词，具有动感和方向性，也
门，五里至延寿院，旧名罗汉坛。过延寿
必然要有参照物。诗中没有写明，那就是
院，五里至石塘桥，有濂溪周郎中之隐居。 承袭前面一句，参照物也是府城。黄土岭
周名敦颐，字茂叔，道州人，仕宦有才略，早
正是处在府城这个方向，在岭上可以看见
慕高名，乐庐山之胜，因家寻阳，创别墅于 “郊原”，所以“郊原口”必定在黄土岭下。
负郭，
自名曰濂溪……
试想，
“郊原口”如果在别的什么地方，比如
孔煜华和孔祥云认为，
这两篇诗文提供
在华封桥畔，诗中不言明“自庐山麓”或“自
了两个很有价值的信息，
综合研究这些信息， 南”
“ 渐次”，那这首诗就犯了方向混乱、交
就可以勾画出濂溪书堂故址的大致位置。
代不清的错误。孔煜华认为，以潘兴嗣那
一是“负郭”的概念。潘诗有“鳞鳞负
样名重一时的文人雅士，
不致如此。
郭田”，陈文有“创别墅于负郭”，两人不约
遍寻民间“知情人”
而同地使用了“负郭”一词。这就是说，濂
溪书堂是建在靠近城郭的地方。这城郭当
从 2005 年开始，
孔煜华和孔祥云也开始
然只能是府城江州。
“负郭”一词朴实明白， 走访老人，研究“书院墩”的由来。孔煜华
同时出现在两篇描述同一事物的作品里， 说，
一位 78 岁名叫戴子瑜的老人说，
“八里湖
不是英雄所见略同的艺术渲染，而是基于
在十里大道的西边，面积有 6000 多亩，过去
同一事实的真实写照。
叫青草湖，是周濂溪家的食邑湖，是清朝封
当然，
“ 负郭”一词也同样是比较宽泛
给周濂溪后代的。青草湖中有个书院墩，
是
的概念，多少距离为“近”呢？没有一个确
周濂溪的书院，不知哪个年代书院倒了，留
切的数字规范，但它毕竟将我们搜寻的范
下这个墩。墩上有石人，还有石马，还有其
围收缩了许多。
他东西。这个墩蛮大的，
我们小时候放牛从
二是“郊原口”的概念。这是潘诗的第
墩下面经过。书院墩的位置就在过去爱华
二句中出现的。
“ 郊原”，
《辞海》解释为“郊
饭店后面大约 200 米的湖滩上。1958 年搞
野平原”。
“渐”则解释为“逐渐、徐进”，在这
茅山头围垦，
开河的时候将书院墩的石头人
里可以理解为“即将”的意思。
“次”，
《辞海》 儿用吊车吊到金氏山庄下面路边上。
”
有一种解释是“至、及”，在这里可以理解为
73 岁的农民杨炳尧说，
“我家住在黄土
“ 深 入 ”的 意 思 。
“ 口 ”就 比 较 明 了 ，是“ 门
岭 下 ，就 是 现 在 那 块 抗 洪 大 宣 传 牌 的 位
口”、
“ 入口”。这样，
“ 渐次郊原口”就应理
置。从我们家可以望见书院墩。墩上原来
解为“即将深入到郊野平原的门口”。也就
住着几户人家，都是种田的。抗战的时候
史料中找线索
是说，濂溪书堂当初是建在郊野平原的边
我们家逃难到外地。日本佬退却以后第二
有关濂溪书堂的史料很多，经过比较， 上。郊野平原的描述符合十里铺的历史事
年回来，到书院墩上放牛，上面还有一间半
孔煜华和孔祥云主要选择潘兴嗣、陈舜俞
实。虽然今日十里铺一带现代建筑耀人眼
土屋，但已经没有人住。书院墩大约有五
和朱熹、童潮等人留下的史料来研究。前
目，已无法寻觅到“郊原口”的踪影，但年龄
斗（亩）田那么大，上面有四五个垫在柱子
二人是周敦颐同时代人，目睹过濂溪书堂， 在 60 岁以上的老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
下面的大石鼓。书院墩的位置就在华东市
他 们 的 描 述 可 谓 第 一 手 资 料 ，可 信 度 最
到过十里铺的人，都目睹过“郊原口”的景
场里面。开始是城建局的砂石场，后来改
高。后二人虽然分别比先生晚百年和四百
象。孔祥云今年 65 岁，中学时代——20 世
为水泥制品厂、压力管厂，再后来厂子倒
多年，但他们目睹过在濂溪书堂故址上修
纪 50 年代中后期，曾两次到濂溪墓作春、秋
了，
改为华东市场。
”
复的濂溪书院或濂溪祠，就考证濂溪书堂
游。他和同学们沿山川岭南行，过女儿街，
那么到底孔煜华和孔祥云两位老人的
故址来讲，他们的描述也可谓第一手资料， 到黄土岭，眼前的景象是：在黄土岭与南边
研究发现是不是真实的？记者来到九江市
可信度也很高。我们最看重的是潘兴嗣
不远的俞氏山庄和金氏山庄之间有一片空
文广新局，工作人员十分重视这个发现，马
《过濂溪》诗，和陈舜俞《庐山记》卷二中的
旷地，由此往南和西延伸，是一片更大的平
上移交九江文物局处理，并且表示，
“ 马上
一段叙述。潘诗：鳞鳞负郭田，渐次郊原
旷田野。尤其是往西看，在田园之外还有
就要开始的全市第二次文物普查，我们要
口。其中得清旷，贵结林泉友。一溪东南
一个几乎望不到边的大青草湖，那景象大
好好研究下这个发现，保护好每一份濂溪
来，潋滟翠波走。清响动灵粹，寒光生户
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味道。从潘诗第一
文化的遗产。
”
周敦颐晚年在庐山设馆讲学
时，在山北的莲花峰下发现一条与
家乡的濂溪相似的小溪，立刻被触
动了相思。他给小溪取名为濂溪，
随后又在溪边创设学堂，取名濂溪
学堂，濂溪先生的称谓也由此而来。
位于九莲公路黄土岭西隅的濂
溪 书 院 ，自 周 敦 颐 于 嘉 枯 六 年
（1061）创 建 濂 溪 书 堂 开 始 ，历 宋 、
元、明、清各朝，至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改为“九江府中学堂”止，跨
时 840 多年。其间虽兴废数度，几易
其址，但它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
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研究者对
此可谓众口一词。然而，对濂溪书
院发脉处——濂溪书堂故址究竟在
何处却众说不一。到了当今时代，
更出现了“在书儿山麓”、
“在华封桥
畔”的新论。孔煜华和孔祥云两位
老人却对此有自己的看法，经过十
多年的研究，两位老人多次到十里
铺一带进行实地考察访问，认为濂
溪书堂的故址在今九江华东装饰材
料市场内。

九江市六中
举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

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市教育局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工作任务，进一步提升广大师
生文明素质，提高校园文明程度，改善学习环
境，完善教育教学基础设施，全面推动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的顺利开展，7 月 2 日，九江市六
中举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
九江六中校长梁明在大会上说，为策应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六中一要高度重视，准确
把握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具体要求，清醒认识
学校在文明城市创建中的重要位置，统一思想
和行动，把文明创建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重要抓手；二要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创建责
任，同时加大对学校创建工作的宣传力度，让广
大师生和家长深刻了解创建的目标和意义，增
强主动性、自觉性，在校园内营造出人人知晓、
人人支持、
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会上还宣读了《九江市六中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实施方案》，方案包括“指导思想、创建
目标、组织领导、主要工作、工作步骤及保障措
施”
六个板块。
全国文明城市不仅是最具价值的城市品
牌，更是市民生活环境的美好享受。九江市六
中教职工表示，将积极行动起来，以“文明校园”
创建活动为突破口，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争
做文明行为的践行者，争做文明创建的引领者，
争做志愿精神的传承者。
（彭小喜 记者 周慧超）

滨兴街道
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7 周年，重温党的
光辉历史，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6 月 30 日，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滨兴街道机
关党支部 18 名党员干部赴南京中山陵和雨花
台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烈、感受
革命精神，
接受革命传统和党史教育。
党员干部们先后参观了中山陵、总统府、南
京大屠杀纪念馆和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碑等场
所，通过解说员的详细讲解，了解到中国革命建
设时期，孙中山和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员革命
烈士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
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聆听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
英雄事迹，催人奋进，之后党员干部们自觉来到
纪念碑前，
重温入党誓词，
并向英烈鞠躬致敬。
此次教育活动，是滨兴街道迎“七一”系列
活动之一。通过缅怀革命先烈，回顾红色历史，
给大家上了一堂既生动又深刻的党课，使广大
党员又一次接受了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
洗礼和熏陶。党员干部们将弘扬革命先烈的伟
大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寻找差距，在工作中积
极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敢于吃苦、乐于奉献、立
足岗位、争当表率，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做好本职
工作。
（龚雪 记者 吴凤思）

岷山乡
扎实推进环境整治
5 月底以来，柴桑区岷山乡大力开展卫生
创建，
已经初见成效，
环境日益美丽。
目前，岷山乡已开展集镇环境专项整治活
动 8 次，划定停车位 195 个，取缔店外店 4 户、占
道经营 83 处，清理僵尸车 6 辆、人行道杂物 209
处、
建筑垃圾 10 吨，
清除广告
“牛皮癣”
200 余处、
店外广告牌 34 个，
拆除违建铁皮棚 3 家 60 平米，
改造移动电信光缆线 4.2 公里，路基除杂 46.7 公
里，新修下水道 600 米，补植景观树 340 棵，建设
绿地 2000 平米，投资 21 万元安装太阳能路灯 72
盏，
顺利通过省级卫生乡镇考核验收。
与此同时，岷山乡文化创建如火如荼，旅游
配套增资添彩。该乡投入资金 20 余万元按照
“十个一”标准打造乡文化站，按照“六个一”标
准全面铺开村级文化室建设，完善免费开放项
目，如图书、电子阅览室、多功能活动室、体育健
身室；并创建特色文化品牌，如岷山乡龙狮队、
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岷山烈士纪念塔、李子芬纪
念馆以及绿色旅游资源金盘山等。
随着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扎实铺开，新
农村建设强力推进，岷山乡涌现出了红光底下
黄新农村，中岭叶家老屋新农村等一批精品村
庄，村容村貌由以往的脏、乱、差向干净、整洁、
美丽转变，
乡风日益文明。
（岷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