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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老师问孩子们将来想干什么，大部分孩子

沉默，少数几个说想当老师、医生。过两年再问，

主流答案变成了当明星、当网红。总之不是打工，

打工失去了吸引力。

消失在上学途中

吉伙子聪10岁时，跟着爷爷去了新疆。

爷爷在乌鲁木齐郊外包了一片地种棉花，子聪

帮忙递工具、看灌溉的水位，下午提前回到爷孙俩

租住的土屋做饭。四周萧索，没有购物和娱乐场所

，吃的菜靠老板隔三岔五送来。冬天土屋里冷得出

奇，生盆火是唯一的取暖手段。

打记事起，吉伙子聪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

四川凉山深处的一个村子里，对父母的印象一直停

留在两三岁时的模糊记忆。之后，父母相偕出门打

工，不久在外面离了婚。再之后，母亲去世，父亲

长年在外。爷爷奶奶没有让孩子上学的意识，子聪

在家时，每天就是放牛。

在新疆干了一年，爷爷觉得太辛苦，带着吉伙

子聪回了凉山。凉山属于偏远地区，地处金沙江西

岸的横断山脉，气候寒凉，水土贫瘠，一度被毒品

和疫病所困。除了穷，外界对凉山的印象最深的，

莫过于歌手莫西子诗和他那首彝语的《不要怕》。

探访吉伙子聪和他的同学们那天，车从凉山州首

府西昌出发，行驶1小时后抵达安哈镇上乡村。拐上

芦苇丛生的村道，再开上几分钟，就到了和孩子们约

定见面的小学。晨光里，几个早到的孩子在篮球场打

球，教学楼整齐明亮，在周围低矮民居的陪衬下显得

鹤立鸡群。政府和公益组织等多方力量多年共同努力

，改善了这里的教育条件。据村民说，一路沿着山走

，最好的建筑都是学校，呼应着升旗台下的标语“知

识改变命运”。

开始入校读书时，吉伙子聪11岁，正常应该

小学毕业的年龄。和吉伙子聪同龄的马海里呷，上

完一年级就随父母外出谋生。马海里呷说不清去了

哪里，只记得“很远很远”。后来母亲身体不好，

才带着他回了家。学过的内容早就忘光了，只得又

从一年级读起。

子聪珍惜读书的机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今

年6月，17岁的他小学毕业了。随着年岁增长，一

个问题时常浮上心头：我长大后能干什么？

周围年长些的人几乎都从事纯体力劳动，子聪

日常能接触到的稍微“特殊”的职业只有老师。他

的小伙伴牛牛的哥哥，今年初中毕业，宿舍10个

男孩，5个上了技校，5个外出打工。牛牛的哥哥进

了西昌一所技校学汽修，但他也“不怎么确定将来

要干什么”。

这并不是凉山孩子特有的困境。出发之前，我

和同事谈起这次探访，真故创始人雷磊讲述了自己

的经历。雷磊出生在陕南大山里的乡村，当地年轻

人心中的出路只有两条：打工，下煤矿。胆子大些

的去珠三角进厂，不愿离家太远的就进了煤矿。即

使事故不断，很多人丧生在矿井下（今年8月又有

两位同龄人在矿井遇难），跟着亲戚、老乡下煤矿

的人还是源源不绝，似乎成了一种出路的惯性。

直到高二，雷磊的理想还是混到高中毕业出去

打工。他的很多伙伴都已早早外出，包括初中时的

全年级第一名，觉得很酷。那年暑假，年级第一回

了趟老家，雷磊见他还背着上学时的陈旧背包，说

话也没什么见识，心里悚然一惊：打工不是个好出

路。

醒悟过来的雷磊，立志考上当地的师范专科学

校，将来做一名历史老师，这是他唯一能将喜欢的

事和知道的职业结合起来的出路。高三那年，他拼

命学习，第一次高考便考过了一本线。

现在回忆，“当老师”这个并不算特别高远的

志向，在当时给了雷磊目标和支点。“对一个环境

封闭的孩子来说，知道未来能做什么，意味着巨大

的动力。”

反之，则是茫然。在吉伙子聪的班主任赵红明

看来，很多孩子“不知道读了书能干什么”，这让

他们缺乏学习动力。这次小升初，子聪班里的数学

平均分是50多分，位列全乡第一，比第二名高出

20分。很多孩子只能勉强读完初中，没有能力也没

有愿望继续升学。

大学毕业前夕，雷磊回乡参加小学同学的婚

礼，得知当初班上的5个男生，如今只剩下他和

办婚礼的同学。其他3人辍学后到煤矿打工，被

埋在了矿下。几个月后，毕业进入媒体的雷磊写

下了回忆自己求学经历的稿件《走到只剩我一个

》。“从小到大，我的那些同学们总会逐渐消失

于上学的途中，出现在田间地头或者打工者拥挤

的火车上。”很多偏远地区的孩子就像山间的溪

水，人生的可能性被沿途的干涸蒸发殆尽，无法

流入更广阔的江河海洋。

眼下的凉山孩子，和雷磊十几年前的同伴们有

几分相似，又有了些不同。

吉伙子聪长着一张骨骼分明的脸，皮肤和绝大

多数本地人一样，被夏季暴烈的阳光烤成黧黑色。

我问他知道些什么工作，他能说出不少名称：设计

师、消防员、主持人……“从手机里听到的。”

“会向往吗？”“都不了解。”子聪的表情很淡漠

。他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个路标，但还没有找到探

访的路。

他会因此消失在上学的途中吗？恍惚间，眼前

少年的面容和雷磊、和许多被斩断了人生可能性的

孩子的面容重叠在一起。想起雷磊对我说，自己能

走出来“真是侥幸”。

要么当明星，要么卖衣服

去年，赵红明老师的一位同事曾随学生回家家

访。路上师生闲聊，问起长大后想干什么。孩子脱

口而出：当网红。

杨文强得到过类似的反馈。他2015年大学毕

业，做过两年支教老师。进村之前，他想象孩子们

应该都很渴望知识，就像小时候见过的希望工程宣

传图片里那个大眼睛女孩。但事实并非如此。读了

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横在孩子和知识之间。将来

想干什么？大部分孩子沉默。少数几个说想当老师

、护士。过两年再问，主流答案变成了当明星、当

网红。

后来，杨文强成为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

（SSV）的员工。基于支教的记忆和对教育议题的关

注，他选择加入数字支教实验室。作为成立刚一年多

的新部门，SSV将自己定位于“科技助力社会共益的

探索者”，他们涉足基础科研、乡村振兴、绿色发展

、银发科技、社会应急、教育创新与公平等等领域

……数字支教实验室是SSV的业务部门之一，他们要

做的正是基于公司的科技力产品力，探索教育普惠的

可持续发展路径。

杨文强的工作内容是和同事们一起，打造在线

教学平台，只要通网络的地方，配备了相应的硬件

设施就可接收课程，而身处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也

不需周折，远程实时授课，并与在地老师形成“双

师课堂”， 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支教可持续性不足

的问题。数字支教的特点之一是“人人可学，人人

亦可贡献”，目前，数字支教的业务招募了上千名

志愿者，他们原本就是腾讯各产品的用户，现在又

汇聚于此为乡村孩子的教育贡献心力。

产品研发阶段，杨文强和同事们与公益机构一

起，实地走访了大量偏远地区的学校，了解当地的

教育现状和需求。走访期间，他们特别留意偏远地

区的孩子们对“职业”的理解是怎样的，是否需要

一门相关课程。

这次，我跟随杨文强和他的同事们来到凉山，

带着同样的问题。

莫小琳，12岁，上五年级，成绩位列班级三甲

，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起她喜欢的短视频。她爱看从

140斤减重到90斤、成绩逆袭之类的内容，好像在

远方的自强中找到了共鸣。她对我说起她的暑假生

活：做饭、摘花椒、收玉米、看书。她喜欢阅读，

四年级就读了《简爱》。同学们看的是简写本，只

有她从学校图书馆借出原作，不懂的地方就问老师

，硬是把几百页厚书啃了下来。莫小琳喜欢简爱

“靠自己”的品质，也羡慕简爱拥有“帮助她、支

持她的爱人”。她的表达很流畅，词汇量和逻辑性

都远超同龄人，这显然是阅读带来的成果。

这个假期，莫小琳读的是《呼兰河传》。她在

语文课上学过节选自这本书的《祖父的园子》，觉

得“园子很漂亮，爷爷很慈祥，挺向往那种生活的

。”读完全书，最触动莫小琳的是被婆家人虐待致

死的小团圆媳妇，“心疼她”。她还从扉页上知道

了作者萧红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希望自

己也能成为才女。

“那你将来想做什么呢？”

“当明星。”

她说，她知道当明星可以“站在舞台上闪闪发

光”，那是她从小就向往的。莫小琳对自己有信心

，因为平常在学校玩闹时装哭，同学们都说她“演

”得像。不过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明星，也没有

听说过艺术院校。

一起交谈的孩子中，将近一半把做明星、歌手

、网红作为职业理想。网络把那个光鲜亮丽的世界

推到他们眼前，但没有人告诉他们，站到聚光灯下

需要经历严格的筛选和漫长的专业训练。即便是门

槛相对较低的网红，往往也得具备某些特长。这注

定是一条只有少数人能走通的路。

我问莫小琳，如果当不了明星，她想干什么。

“那就随便找个班上。”她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

，“卖衣服。”

和父辈、年长兄姐们不同，如今的凉山孩子们

不再向往“打工”。从前，这里的少年渴望打工，

因为那意味着去往繁华的城市。现在，孩子们常听

父母或哥哥姐姐说打工太辛苦，希望自己能摆脱这

份命运。但身处闭塞环境，加上家庭教育和职业启

蒙的缺失，他们只知道老师、医生这少数几个职业

，多样的社会分工对孩子们而言是一片空白。即使

是莫小琳这样成绩突出的孩子，在明星梦之外，对

未来的想象也显得贫乏。他们不知道有些爱好可以

成为职业的基础，也无从发展自己的天赋。

我试图向莫小琳解释，在“当明星”和“卖衣

服”之间，还有很多职业可以选择。比如她喜欢读

文学作品，作文也写得好，将来可以做文字相关的

工作。她点点头，脸上的神情似懂非懂。

这样的神情，在最初给肇庆某小学上课时，数

字支教志愿者何嘉珞也经常能从学生们脸上看到。

大量调研后，SSV数字支教实验室邀请教育专家、

有多年一线教学经验的中小学教师、师范大学学生

志愿者等共同讨论，设计课程，于2022年春季学

期开启试点，上线了信息科技、普通话和职业启蒙

3门课。何嘉珞讲授的是职业启蒙课。这门课程旨

在帮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了解各种各样的职业，拓

展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培育人生和职业规划的意

识。

陌生的课程加上线上教学的方式，一开始不太

能被孩子们接受。前两节课上，几个调皮的男生要

么大声聊天，要么满教室乱走。何嘉珞采用了分组

讨论、布置有趣的作业等方式，一点点激发孩子们

的兴趣。渐渐地，他们脸上茫然的神色少了，互动

和提问多了起来。做“科学家”一课的作业，孩子

们收集了很多漂亮的植物标本，写了详细的观察日

记；介绍“建筑师”的课上，他们画下了自己心中

最美丽的家。

两周一次的职业启蒙课成了孩子们了解外部世

界的一扇窗。“课程的设计不仅是让孩子们了解几

个职业。职业这么多，一学期或一年不可能讲完。

更多的是让孩子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让他们的

视野更宽阔。”杨文强说。

讲课时，何嘉珞会有意介绍各种职业背后的产

业体系和知识支撑。比如讲“演员”，也讲摄影师

、灯光师、导演；讲“程序员”，也讲制造机器人

的技术工人、运送机器人的物流从业者；讲“建筑

师”，也讲建筑工人、质检员；讲宇航员时，还会

拓展天文知识、火箭机械知识等。通过课程，孩子

们看到，社会分工体系丰富多彩，世界的奥秘无穷

无尽，都值得为之努力学习。

职业启蒙课在凉山做了两节试点，14岁的邱克

古听了程序员的课后说，希望还能有更多这样的课

程。他喜欢历史，对明朝历代皇帝的生平如数家珍

，但他从没听说过“学者”、“历史学家”，不知

道研究历史也能成为职业。

“历史学家是干什么的？对国家有贡献吗？”

邱克古想知道。

“有没有一个不打工的社会？”

赵红明给孩子们放过一部关于凉山教育的公益

纪录片。片中的孩子，有的考上大学、读了研究生

；有的去上海学习糕点制作，准备将来回四川开一

家自己的糕点店；有的成了体育特长生。他们都称

得上是改变了命运的范本。

“我要读书，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四年级时

，子聪对父亲说。当时，几年没回家的父亲打电话

来，要求他退学：“书读得差不多了，该去打工养

家了。”子聪拒绝了父亲。新疆那一年苦累的生活

，让他无法接受那样的命运前景。几番争执，赵红

明也出了面，子聪的父亲终于让步。在那之后，父

亲和二婚的妻子离婚，房子被女方占去，子聪被赶

了出来。父亲不肯回来安置，爷爷奶奶离得又远，

赵红明不忍见子聪流离失所，便在学校附近租下几

间房子供他居住，自己也时常过去照看他。

房屋外墙上，学校的另一位支教老师为子聪画

上了哆啦A梦和大雄，给素朴的居所增添了几分鲜

亮。门前视野开阔，正对着远处的青山和白云。赵

红明经常在这里给子聪讲自己过去在深圳、西安工

作的经历，以及回答他诸如“电线为什么会烧起来

”这样的问题。少年的心思随年龄增长，开始思考

社会和人生，渐渐地，子聪的一些问题，赵红明很

难给出明确的答案。例如，子聪问过，有没有一个

不打工的社会？

“人的生活是不同的，能选择的东西不一样。

”生活的曲折让吉伙子聪发出超越年龄的感叹。我

问他，是否会感到不公平。

“以前有过，现在不会了。”子聪说。他觉得

，“那些吃得好穿得好的人，肯定是在你看不见的

地方努力了，是通过自己努力得来的。”而身在底

层，“肯定也是有什么原因的”，比如自己不想上

进。

“绝对不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

从社会思考回到自身，吉伙子聪目前的职业理

想是成为一名老师。为了培养学生的逻辑和表达能

力，赵红明有时会让他们上讲台当小老师，给同学

们讲数学题。子聪在其中发现了乐趣：“把一道题

给别人讲明白了，很有成就感。”和很多只知道

“当老师需要有知识”的同学不一样，子聪知道师

范院校和教师资格证，“得先考上大学。”

这次小升初，吉伙子聪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

进了西昌市一所重点中学。他期待着进入中学后，

能了解更多关于职业的知识。

我想把雷磊的故事的后半部分告诉子聪：第一

次高考前，雷磊拿到了学校发的填报志愿的手册，

这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专业可以选择。他下了决

心，一定要上个好大学。虽然上了一本线，雷磊还

是坚持到教学质量更好的县中复读。

复读期间，一位老师知道雷磊喜欢历史，建

议他报考新闻专业，因为“新闻就是正在发生的

历史。”这句话，改变了雷磊的人生选择。第二

次高考，他被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专业录取。毕业

后，他进入《南方周末》，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媒

体人。

碰到这样的老师，或许是一种偶然，像雷磊

说的，“侥幸”。职业启蒙课更像是把一种幸运

的偶然变成体系的必然，课程扩展孩子的思路，

引导他们思考自己的人生。上“程序员”一课时

，一个男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不停地问何嘉

珞，机器人为什么能听懂程序员的话？代码是什

么样的？机器语言是什么意思？课程结束后，何

嘉珞再次询问孩子们的职业理想，这个男孩郑重

地写下了：程序员。

放那部公益纪录片时，赵红明也特别提醒学生

们注意其中那个在上海学习糕点制作的孩子。他认

为，考不上大学的孩子学门技术，同样是条好出路

。何嘉珞和其他从事职业启蒙教学的志愿者也注意

到了这一点。他们准备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加入理发

师、美容师、厨师等职业，“更贴近孩子们。”

“不一定要孩子们都非得走出去。”赵红明认

为，只要找到合适的事做，留在家乡也很好。就像

邱克古，想为家乡开发旅游，如果施以商业经营管

理方面的引导，就有可能成为一颗结实的种子，在

未来的某天萌发成荫。

今年99，腾讯首次推出了全民共创的创新公

益模式“一花一梦想”，腾讯公益先后向网友征

集了8000多个公益梦想，其中“让山区孩子获得

优质线上支教课程”、“带贫困地区学生参观大

学校园”、“乡村教育公平”等受到了数字支教

实验室的关注，这与他们的专业领域直接相关，

于是，他们与用户共创了“用小红花为1000位乡

村学生上职业启蒙课”的梦想，希望在已落地该

课程的乡村小学之外，帮助更多的孩子找到自己

内心的热爱。

莫小琳最喜欢和在外打工的爸爸通电话。爸爸

会关切地问她成绩，夸赞她，称她是全家的希望。

每当这时莫小琳就想，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还要

一点点探索未来的样子，比如，要成为作家应该怎

么做。

如同她喜欢的《呼兰河传》写的那样——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

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

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

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长大后能干什么，凉山的孩子们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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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

士学位的人类学教授，卡拉· 贝拉米。按照正常的

逻辑，藤校毕业、工作体面稳定，她应该过着令人

羡慕的舒适生活，而实际恰恰相反。连孩子都养不

起，负债逐渐增加，卡拉觉得自己已经被中产阶级

的拒之门外。像卡拉这样的“高学历穷人”，在美

国有很多，一旦生活中有一个变故，就会迅速滑入

底层。

有启发的中西融合教育探索

前段时间，任正非先生在华为的一席“内部谈

话”，震惊了几乎全世界：

大家看到后，一身冷汗——大佬都把预期降到

了“活下去”，我们这些普通家长，岂不是更得勒

紧裤腰带，再加把劲儿“鸡娃”，最好一路“鸡”

进名校，才能跑赢经济周期，拥有安稳小康的人生

……

但，先别想得太简单，容我再泼一盆“冷水”

。

最近读完一本叫做《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

产家庭》的书，越读心越凉，越读越害怕，因为作

者用了大量的数据、研究，和数十个美国中产家庭

的真实案例，揭开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残酷真相——

昔日大众眼中富足、体面，住得起大房子、养

得起好几个孩子的“中产阶级”，如今正在一步步

走向贫困、窘迫和焦虑。

他们中有律师、大学教授、中学教师、药剂师

、新闻工作者、自由撰稿人，拥有名校学历，有的

甚至藤校博士毕业，但从上大学那一刻起，他们就

被无数座“大山”逼进夹缝，比如大学的高昂学费

、长达十几年的助学贷款，一线城市居高不下的房

价，婴儿的高价日托班，“鸡娃”的培训班、夏令

营…

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拥有父辈的生活质

量，更无法保证下一代还继续留在中产阶级。

生活中只要有一个变故，就会迅速滑入底层。

因此除了经济、地位的压力，他们还因为“必须保

持体面”而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连孩子都不得不

从小面对“为什么我家没有别人家有钱”这种敏感

话题。

整本书，虽然是美国的作者讲美国的事，但背

后的996工作、文凭贬值、中年失业、性别歧视、

怀孕被离职、高昂养娃费用，每一项都是我们见过

、听过甚至正在亲历的。

如果你也曾怀疑过，自己辛苦读书十几年，到

大城市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似乎挣多少钱都

不够花，永远也比不上身边收入更高、资源更好的

家庭，也不敢保证努力鸡娃后一定会有好回报，那

么这一本书，真的强烈推荐你也看看。

01.藤校博士毕业，人类学终身教授

为什么还是养不起两个孩子？

这是最令我震惊的故事。

卡拉· 贝拉米，住在纽约曼哈顿，是巴鲁克学

院（Baruch College）的人类学教授，拥有哥伦比

亚大学博士学位，妥妥的藤校“天之骄子”。

但…养不起孩子？？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卡拉有7.4万美元的

年薪，丈夫是一位兼职作曲家，还是一家音乐机构

的执行总监，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有11万美元，属

于“中产阶级”。（注：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2016年5月的数据，中产阶级指的是家庭年收入在

4.2万-12.5万美元的工薪阶层，占美国家庭的51%）

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大女儿才5岁，卡拉的生

活境况急转直下。为了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她休

了带薪育儿假，收入减少，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很

快被高昂的幼儿园、日托费用“榨干”。

加上丈夫的工作也不稳定，他们的负债逐渐增

加，仿佛一只脚已经被挤出了中产阶级的门槛之外

。

另外，“生活在纽约”这件事，让日子变得更

加艰难——

房价太高，卡拉感觉自己永远买不起房子。

作为中产阶级，卡拉身边有很多生活富足的朋

友，她羞于和其他妈妈聊自己的真实现状，觉得谈

论银行卡余额或者自己的生活预算，是“不得体”

的，而且会失去朋友。

为了维持中产的体面形象，她还要保持精致的

外表，带孩子去游乐场，参加生日派对，听别的家

长谈论给三四岁孩子请“导师”，只为了通过天才

班测试（这个测试是纽约教育局组织的，幼儿园之

前考，通过后可以进入天才班项目），“卷”到她

每天都在焦虑。

纽约的幼儿日托很贵，夫妻俩捉襟见肘，为了

不用经常花钱请人看孩子，卡拉有时不得不装病请

病假，哪怕拥有自己的事业，也难以兼顾，没法喘

口气。

时间、金钱的稀缺，还影响了卡拉的升职。

作为教授，她应该利用暑期专门用来写作和研

究，借此去竞争终身教职，但这样的话，她的家庭

又会陷入更大的经济危机，所以她甚至想过，暑假

和学生一样，去餐厅打工端盘子（在《夹缝生存》

这本书中，真的有这样做的女教授，她在端盘子的

时候遇到了自己的学生，非常自卑和尴尬）。

加薪也似乎无望。由于预算问题，卡拉工作的

纽约公立大学系统冻结了薪酬的增长，一家人连出

去吃顿饭都舍不得，上一次外食还是6年前。

与此同时，她和丈夫还在为“读名校、拿学位

”这件事付出代价——6年的学生贷款。

难道，作为大学教授，卡拉一家四口的生活，

就一直这么拮据下去吗？

后来，总算有了转机。她丈夫找到了一份收入

更高的工作，一年能挣5万美元；卡拉终于也当上

了系主任，获得了难得的加薪，家庭年收入达到了

16万美元。

然而这时，命运又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本来

，他们收入低的时候，有资格申请购买“平价房屋

”，如今收入增加，反而失去了资格。

还能怎么办？只好继续“卷”，继续拼命，继

续面对更加支付不起的房价，陷入新一轮对于钱的

担忧之中。

像卡拉这样的“高学历穷人”（或者说“中等

危险阶级”），在美国有很多。

美国一项研究发现：

2007-2010年间，拥有研究生学历，却要接受食

品援助的人数翻了将近3倍，而拥有博士学位的受援

助者，从9776人上升到了33655人，暴增237%。

2013年，在所有使用过食品券的家庭中，至少

有28%的一家之主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在这个故事里，还暗藏着一个值得中国家长关

注的趋势——在美国，人文学科正在不断衰落，对

这个领域的脑力工作者产生残酷的影响。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共识是：工业界和商业界急

需相关专业的人员，比如谷歌这样的公司，会要求

许多新员工必须拥有工科学位。而且，一家叫做

Bankrate的公司曾经对159所大学做过调研，发现

STEM专业毕业生的起薪是最好的，平均有9.3万美

元，失业率也相当低。

哪怕想进入政界，也是如此，因为各国都希望

依靠技术实力来支撑国际竞争力。还有在大学里，

管理层也可能不想再支持人文学科，因为他们争取

不到经济资源，也有的大学没有足够生源。

即便在人文学科拿到博士学位，走上学术道路

，也可能很难成为终身教授。2011年，美国每六位

教授中，只有一位真正享受终身教职，占16.7%，

更多的人都是工作996，年薪可能不足2万美元的兼

职教授。

不得不感慨，教育曾经是通往中产阶级生活的

阶梯，但现在来看，良好的教育、硕博水平的学历

，似乎无法保证一个人远离贫困。甚至还出现了一

个“悖论”：

接受的教育越多，背负的巨额债务反而越多，

一个小意外，就可能掉到温饱线以下。

他们还能将自己的文化、社会资本传给自己的

孩子吗？等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他能负担得起和父

母相同水平的教育吗？能付得起高昂的研究生学费

吗？甚至说，他们究竟会有职业生涯吗？

这件事情，真的细思极恐。

02.人在大城市，收入六位数，

为何还“穷病”缠身郁郁寡欢？

《夹缝生存》还有一个颠覆认知的故事——收

入六位数，身处顶层的“底层人。

Shaun，38岁，居住在旧金山周围，有3个孩子

，最大的还不到10岁，正是“吞金兽”的你爱案例

。

为了支付医疗保险、孩子的培训班和日托，他

做了三份工作：在天气网站做气象分析师；在圣何

塞州立大学做讲师，做独立的合同雇工。

年收入刚刚过了六位数，每个月3000美元房贷

，不到月薪的一半，按理来说，他的生活并没有像

上面故事中的卡拉那么“贫困”。

但是，Shaun依然感到焦虑，背后的根源，有

的人可能不理解——

生活在科技公司扎堆、富豪云集的湾区，

Shaun虽然在科技行业工作，但和那些年薪千万的

同行相比，经济条件悬殊非常大。别人买大house

，开跑车，他却是“每周到了周五，都还是手头拮

据，什么也没剩下”；别人住在寸土寸金的繁华地

带，他每天的单程通勤就需要一小时。

“我比邻居们穷”这件事，时时刻刻刺痛着

Shaun的心，让他越来越纠结：

别人看到我在科技行业工作，还以为我是个千

万富翁。旧金山周围的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我是

不是该放弃？生活在湾区，你会时不时问自己：

‘我是不是过得和邻居一样好？’

在有些人看来，Shaun的焦虑似乎有点“无病

呻吟”，但可能还真不是。

心理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即使你有相对较高

的工资，跟财富阶级生活在一起，也有损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

2010年，华威大学和卡迪夫大学的研究： “

金钱只有在能够提高人们的社会地位时，才能给人

带来幸福”。

2014年另一项研究： “ 你的收入与周围人群

的对比情况，比你的收入本身更能影响你的满意度

（包括心理和生理）”。

斯特林大学行为科学副教授迈克尔· 达利的研

究： “ 金钱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基于社会地位

，而非物质条件。 一个人的收入和财富等级，而

不是其绝对值，更能够预测这个人的总体健康状况

，包括肥胖和慢性疾病。 同时，拥有较高社会地

位，能给健康带来实际的益处。 ”

还有一个研究说： “ 身处上层阶级底端的人

，要比他们的老板死亡率更高。 随着官阶下降，

到了承受最大压力的底层员工，死亡率只会越来越

高。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大厂里那些“搬砖

民工”的过劳猝死）

换句话说，仅仅有高薪是不够的，人们更希望

看到生活水平的提高，感受到阶级的上升，并且能

够对身边的人和自己展示这种上升。否则，从生理

到心理上，都会真实地感受痛苦万分。

放在国内的语境中，就很好理解Shaun的痛苦

来源于何处了——

A和B两人，收入都是差不多一年30万左右。

不同之处在于：

A生活在上海，工作在某 “大厂”，日常996

，通勤一小时，房贷一万多。

身边有钱人超级多，别人的孩子都在一年二十

多万的国际学校，每年暑假花10万带孩子开眼界，

冬天去滑雪更是全套奢华级配置；而自己，思索再

三选择了送孩子去“菜小”，连“鸡娃”报班都要

货比三家，超过300元一小时的课，都要纠结好久

。

每个月刨去贷款、生活费、教育费，所剩无几

。不敢请假，不敢生病，不敢失业，生活仿佛紧紧

扣住的锁链，一环出问题就会全盘坍塌。

B生活在东部某三线小城，自己做点小生意，

每年也是差不多三四十万。

但生活成本低，节奏慢，周围都是经济水平差

不多的人。不仅不用996，车房也是父母早早买好

的，没有房贷车贷，周围人都把孩子送去公立学校

，培训班也不贵，每月手里的可支配收入不少。

吃喝玩乐不用说，寒暑假度假都是飞来飞去，

五星级酒店随便住，似乎永远不用担心预算。

那么你说，同样是中产，A和B相比，谁的焦

虑更多？谁的幸福感更高？谁会认为自己更“成功

”一点？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都会

在物价高昂的大都市出现轻微降级——

因为收入和财产有限，总有一些地方我们不敢

踏入；

想出门喝杯咖啡或散会儿步，总觉得自己是在

交“租金”，比如在40度的高温天，想凉快一会儿

都只能去咖啡馆点一杯高价饮料，所到之处皆有消

费；

周末带孩子去趟商场，游乐场、吃饭、逛逛买

买下来，没有个千把块几乎出不了门……

钱是永远不够花的。

更令中产家长担忧的是，自己无论怎么拼命工

作，怎么“卷”，都“卷”不过富人家庭。

为了让孩子在学业、运动上更具竞争力，富人

阶级花钱毫不手软，可以花每小时500美元聘请数

学老师，就连去佛罗里达度假，都会报一个当地的

SAT班，以免导致数学和英语成绩变差（这个信源

来自《出身》这本书，有很多“富人如何鸡娃”的

细节）。

《夹缝生存》里还讲了一个扎心的故事，让我

们看到，“阶层观念”已经深入孩子们内心——在

马里兰州郊区，一支中产阶级高中的校棒球队（A

队），正在与一支更富裕地区的队伍对阵（B队）

。

A队孩子的妈妈正在开心地给孩子喊“加油”

，这时听到了B队家长和孩子的喊声：“低收入！

低收入！低收入！”，以及刺耳的嘲讽：“你们的

父母养得起你们吗？要不要我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机

构？哈哈哈！”

开这种“玩笑”的，正是收入前1%家庭的孩

子。

“ 我告诉我的女儿，有些人很有钱却没有爱

，有些人没有钱却充满了爱。 在富裕而不平等的

地区，我被迫提早进行这样的谈话，这必须提早进

行，你必须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保持坚强和自信

。 ”

这是一位纽约中产妈妈说的话，她的孩子在昂

贵的私校读书，有近乎全额奖学金，她却无法购买

其他孩子拥有的基本物品，比如很贵的校服毛衣。

因为她需要工作，无法做全职妈妈，所以有些家长

会也不能参加，至于额外的保姆费用，她也承担不

起。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出身良好、收入

在前1%的精英家庭，似乎很容易实现“精英的再

复制”，让下一代安稳留在自身的阶级；

而“走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的中产父母，一

生也在试图为孩子复制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巩固自

己的阶级遗产，然而，社会阶级是很容易下跌的，

尤其是经济下行的今天。

在“寒气”蔓延的当下，读这本书，有点“以

毒攻毒”的感觉——里面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

物，他们苦苦挣扎时说出的每一句话，还有每一个

研究数据，都像是一把冰冷的刀扎进心里。

但同时，因为直面了别人惨淡的人生，已经看

到了未来“最糟”的情况可能是怎样，我反而有种

放松、释然了的感觉。“最糟也就那样了，我能做

到的就是不躺平，别做错误决定，偶尔放过自己”

。

《夹缝生存》的作者，无数次在书中直白地说

：

“ 这不是你的问题，你不要自责，我们要看

到背后更大、隐藏更深、更系统性的问题，我也会

列出可能会帮到你的资源。 ”

藤校教授竟养不起孩子？
这本书里的美国中产“惨状”，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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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共和黨領導的州起訴六個共和黨領導的州起訴
阻止拜登免除學生貸款阻止拜登免除學生貸款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六個共和黨領導的州週四在
密蘇里州的聯邦法院對拜登政府的學生貸款取消計劃提
出質疑。

在訴訟中，內布拉斯加州、阿肯色州、愛荷華州、
堪薩斯州、密蘇里州和南卡羅來納州要求法院立即發出
臨時限制令，暫停該計劃。

內布拉斯加州總檢察長道格·彼得森（Doug Pe-
terson）在一份聲明中說，正在尋求迅速救濟，因為拜
登政府已表示最早將於下週開始取消學生貸款餘額。

這起訴訟是在保守派太平洋法律基金會提起聯邦訴
訟兩天后提出的，目的是阻止喬·拜登總統的學生貸款
取消計劃。

週一，國會預算辦公室表示，拜登取消部分學生貸

款債務的計劃將耗資 4000 億美元。
拜登在 8 月表示，美國政府將為數百萬負債累累

的前大學生免除 10,000 美元的學生貸款，履行他在
2020 年競選白宮時做出的承諾。

該計劃的批評者對其通脹影響提出了擔憂，而白宮
表示，該計劃在財政上是合理的，因為本財年的聯邦赤
字有望比上年減少 1.7 萬億美元。較小的赤字主要是由
於許多 COVID-19 援助計劃的結束和意外的更高收入
。

截至 6 月 30 日，4300 萬借款人持有 1.6 萬億美
元的聯邦學生貸款。 CBO 估計，其中約 4300 億美元
的債務將被取消。國會預算辦公室此前預計，拜登的行
動取消的一些資金最終還是會被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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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88月月CPICPI同比上漲同比上漲88..33%% 通脹壓力不降反升通脹壓力不降反升
美國勞工部13日發布數據稱，美國8月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環比上漲0.1%，同比上漲8.3%。
從數據看，美國物價指數實現了三個月連降，但金融

市場並未將其視為一個好消息。因為物價回落的速度並不
匹配美聯儲抗通脹的力度。

美國8月CPI的同比漲幅比市場預期高出了0.3個百分點
。在汽油價格繼續下行的背景下，8月CPI環比仍回彈0.1%
，也表明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依然緊繃。

核心CPI數據則更能說明問題。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和
能源價格後，美國8月核心CPI環比上漲0.6%，同比上漲
6.3%。這兩項數據較上月均出現了反彈。美國媒體普遍預
計，在一周後的議息會上，美聯儲將連續第三次加息75個
基點。

《華爾街日報》指出，美國8月的通脹速度儘管同比有
所放緩，但核心CPI數據大幅上升，顯示通脹壓力依然強勁
而頑固。

從環比數據來看，美國能源價格連續第二個月下降，
降幅達5.0%，其中汽油價格下降10.6%。食品價格仍在上漲
，漲幅達0.8%。從具體消費領域看，醫療保健、交通運輸
、新車等價格的同比漲幅均在0.5%以上。

“9月會否成為今年最後一次加息75個基點”，是美國
輿論近期討論的熱門話題。在當天CPI數據發布後，“今年
最後一次”的表述消失了。彭博新聞社援引經濟學家的分
析稱，“美聯儲9月加息75個基點沒有任何疑問，而且11
月繼續這一力度的選項也會被提上日程。”

美聯社評論指出，隨著美聯儲繼續“鷹派”加息抗通
脹，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的借貸成本將持續上升。即便通脹

率見頂，美國CPI數據也可能需要兩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回
落至2%的目標水平。未來數月，美國的租賃公寓、醫療保
健等消費成本將會繼續上漲。

GMCC萬通貸款銀行，是一家成立超過15年的直接貸款
銀行，在全美25個州提供租賃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GMCC萬通貸款的資深貸款顧問王潔（Jessie Wang）

可以幫助貸款人解決各種貸款問題。即使貸款人面臨報稅
收入不夠，首付款不足，或是外國國籍等情況，都能完成
貸款。任何貸款問題，都可以聯繫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請
她幫您出謀劃策，量身定制專屬的貸款方案。

王潔（Jessie Wang）的聯絡電話是832-235-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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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NASA又发现了两颗超级地球，它们

都是来自于距离地球约100光年的同一个恒星系

统中，一个大小是地球的1.3倍，另一个大小是

地球的1.4倍。

发现者为它们取名为 LP 890-9b和LP 890-9c

，其中最被看好的是LP 890-9c，因为它正好位

于该恒星系统的宜居带内，科学家初步研究认为

，它可能存在着浓厚的大气层和液态水，所以，

不排除这颗星球上已经出现了生命，甚至是文明

。

这个发现一经报道，很快就引起了网友们的

关注和热议，由于LP 890-9c围绕着一颗红矮星

运转，红矮星本身生命周期，就要比太阳漫长得

多，因此，有网友担心，可能在LP 890-9c上，

那里的外星文明等

级，要比地球文明

高得多，害怕若是

人类盲目向它发出

信号，有可能会惹

祸上身。

那么，LP 890-9c

上真的会有外星人

吗？我们究竟要不

要去联系他们呢？

根据NASA天文

学家的研究结果，

LP 890-9c所在的恒

星系统，至少要比

太阳系早26亿年，

因此，若LP 890-9c

真的是一颗宜居行

星，它上面的生命经过了漫长的进化，不排除存

在比地球文明更高级的智慧生命。

比方说，拿地球生命的演化来看，人类文明

迄今也不过数千年的历史，而在LP 890-9c上，

那里的智慧生命却可能早在20多亿年前就已经出

现，这是什么概念呢？换句话说，就是地球上还

是一群单细胞生命的时候，LP 890-9c上就有了

“人”。朋友们，看到这里你们是否会觉得毛骨

悚然，人类只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就发展成如今

这个地步，如果说再给人类发展20多亿年，会是

怎样的结果？使者认为再过20多亿年后的人类，

可能已经“神化”，那种文明等级是我们现在无

法想象和描述的。

所以，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毋庸置疑，LP

890-9c上的文明早已发现了太阳系，甚至还来过

地球，若真的如此，事实上我们去不去联系他们

，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有可能人类的整个演化

史，早就被LP 890-9c上的文明暗中观察，这也

是最让人细思极恐的地方。

那么，地球被外星文明暗中观察的可能性，

又有多大呢？如果外星文明来到地球，人类会安

全吗？

在去年6月，来自美国的天文学家，在《自

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的研究成果，有关专家称

：在过去的5000年时间里，至少有数百颗类地行

星可以“看见”地球，也就是说，只要这些星球

上面的文明能接收并懂得分析宇宙信号，他们就

能窥探地球人类的世界。

此外，天文学家还提到，其中距离我们最近

的一颗类地行星，只有7.9光年之远，而且一直

到今天，它也仍然可以“看到”我们。这也意味

着，若是它上面存在外星文明，那么他们就能见

证人类太空探索的发展史，并且已经知道我们也

发现了他们的母星。

由此可见，地球被外星文明暗中监视的可能

性是有的，甚至是多个外星文明在暗中观察我们

的一举一动，而且他们也有可能接收到了人类发

出的“自我介绍”，早已经对我们了解透彻了。

毕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天文学家就乐

于向宇宙发射太空信号，持续大量地向宇宙中可

能存在的外星文明“介绍自己”。

尽管包括霍金在内，有很多科学家都对此表

示强烈反对，但是乐观的天文学家们却仍然我行

我素，盲目相信外星人都是友好的，相信外星人

在接收到地球信号后，会想办法前来地球，帮助

人类文明实现质的飞跃。那么，这种可能性真的

存在吗？

如果真有外星文明来到地球，他们会帮助人

类文明快速发展吗？人类真的会安全吗？

为此，使者搜集大量资料，发现在今年8月

，美国《新闻周刊》上就发表了一篇关于“外星

人是好是坏”的文章，来自美国的天文学家卡

尔· 萨根称，人类完全不需要过多担心，“外星

人会对我们造成威胁”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

卡尔· 萨根表示，和可以前来地球的外星文

明相比，人类明显是非常落后的文明，他们根本

不屑于对我们发起攻击。

此外，来自我国的科学家周海中也表示，宇

宙中的高级文明会是很理智的存在，他们要比人

类文明更有分寸，懂得如何与其他文明进行友好

合作、和平发展，如果我们觉得他们会侵略地球

，这完全就是在“杞人忧天”。

还有美国天文学家乔治· 斯穆特，也认为外

星人对人类没有任何威胁，即使他们出现在地球

上，也只是想要单纯地对地球进行探索，而不是

想要掠夺地球上的资源，因为地球在他们的眼里

“毫无价值”。

从这里可以看出，主流科学界对于外星文明的

看法，还是非常乐观的，科学家们普遍相信，外星

人会是“友善”的，相信人类会一直很安全。

不过，也有科学家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来举例子，认为外星人若是发现了地球，他们

到来的那一天，就是地球文明“终结”的时刻。

NASA发现两颗超级地球，外星文明是友善的吗？

8月30日，在江苏无锡的一家动物园里，多

名游客发现，鹿苑中展出一只头部流血的小鹿，

仔细查看，原来是这只小鹿的鹿茸被割掉了，因

为伤口没有愈合，才会让这只小鹿的头部不断流

血，并且这只受伤的小鹿，状态看起来也不太好

。

随后，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回应，定期给小鹿

割鹿茸，是属于“常规操作”，这一次是有关人

员考虑不周，没有避开游客，接下来会加强管理

，不会再出现“流血小鹿”被展出的情况。

然而，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广大网民的认可

，有些人批评动物园的行为过于残酷，称其是

“残害动物”，也有网友提出质疑，被割掉的鹿

茸到底去哪了？鹿茸的市场价如此高昂，会不会

是被动物园给“中饱私囊”了呢？那么真相究竟

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看，动物园里的小鹿被割鹿茸，

真的是“常规操作”吗？

其实，这样有争议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出

现。早在今年7月初，山东青岛的一家动物园内

，就有游客拍到“满头鲜血”的小鹿，这是因为

小鹿的鹿角被割掉了，对此，动物园方面的回应

是，为了防止鹿群用鹿角打架伤及要害，才对其

鹿角进行科学切割，并称切割技术是很专业的，

之所以小鹿头部会出血，是因为它自己乱跑动引

起的。

那么，对于江苏无锡这只头部流血的小鹿，

专家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对此，有专业人士进行了科普，称雄性梅花

鹿每年春天的时候，头上长出的软嫩部位就是

“鹿茸”，而到了夏天之后，等到鹿茸完全骨化

，这个时候，就会变成鹿角。

对于成群饲养的梅花鹿来说，一旦公鹿之间

发生矛盾，它们就会用鹿角去攻击对方，这对于

其它鹿，以及饲养它们的保育员来说，都是很危

险的“武器”，所以，一些动物园才会定期对公

鹿的鹿茸、鹿角进行切割。因此，切割鹿茸确实

属于“常规操作”。

可是这时候问题来了，野生梅花鹿没有人给

它们割鹿茸，为啥它们的生活毫不受影响呢？

其实在野外，雄性的梅花鹿即使不被切割鹿

茸、鹿角，等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它们也会自

然脱落，然后重新生长，所以，野生的梅花鹿根

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

这样一来，新的问题也出现了，既然鹿茸、

鹿角自己都会脱落，为何动物园不让它们自然脱

落，而是提前把它们割下来呢？难道真的是为了

卖钱吗？

我们先来看个相反案例，在杭州的一家公园里

，工作人员就不会对鹿苑里的鹿茸、鹿角进行切割

，而是任由它们自然脱落，并且脱落的鹿角，工作

人员会妥善保存起来，用于一些展览展示。

所以，如果说青岛的动物园为了防止它们打

架，把公鹿的鹿角割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

一次江苏的动物园割掉并没有什么威胁的鹿茸，

的确容易让网友怀疑他们“目的不纯”。那么，

江苏动物园切割鹿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对此，动物园方面给出的解释是，割下来的

鹿茸并不会私自卖掉，他们会将一部分制作成标

本，用来给游客参观，另一部分会送给科研机构

，以此用来科学研究，此外，若是一些品质不太

好的，则会将它们无公害处理掉，因此，大家不

用再对此方面怀有质疑。

那么问题来了，小鹿被割鹿茸，到底会不会

痛苦呢？

其实，小鹿被割鹿茸就像我们做“拔牙手术

”一样，只要打了麻药，在拔牙的时候，虽然会

出血，但是，并不会有太强烈的疼痛感。

动物园方面表示，在给小鹿切割鹿茸、鹿角

之前，也都会给它们打上麻药，并用工具将它们

固定住，这样在切割的时候，它们并不会产生什

么痛感，同时，在切割完成后，也会及时给伤口

进行撒药、包扎，避免伤口感染，一般2-3天之

后，小鹿就又会活蹦乱跳了，这一点大家是不用

担心的。

江苏一动物园展出“血鹿”，为什么要这样做？



五年前，滴答同学入K年纪。没过多久，

他有了自己的好朋友哈利。哈利回家，兴奋的

跟他爸爸汇报，我交到朋友了。

哈利爸爸很高兴，问，那他/她叫什么名字

？

哈利说，Chad。

哈利爸爸脑袋中浮现这个画面，一个不羁

的白人富少。

哦，那很好啊，攀上富二代了，那他姓什

么？

Muhammad（穆罕穆德），哈利回答。

什么？哈利爸爸懵了，一个穆斯林叫Chad

，没听过啊……

他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哈利爸爸追问。

China。

Seriously? 哈利爸爸彻底晕菜了，一个来自

中国的穆斯林孩子,取了个白人富二代（white

preppy kid）的名字……？？？

接下去几天，一团迷惑的哈利爸爸终于摸

清了情况，原来滴答旁边的另一个穆斯林学生

叫Muhammad，哈利把这几个串在一起，放在滴

答身上。

后来，我看SNL(周六夜间秀)，里面有个演

员Pete Davidson，扮演一个叫Chad的年轻人，

是个冷冷的，对啥都没兴趣，没同理心的白人

青年。这跟滴答的形象也差距太大了……

滴答来美国前，我想着要帮他取个英文名

，因为他的中文名字听起来像 bully（欺凌）

（取中文名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这一点，另一个

教训……）。所以，就找了当地的美国朋友帮

忙。

当时他给了我们两个选择，特意上网查，

Chad意思是勇敢善战的武士，很男性和阳刚，

安全放心又符合滴答形象，就选它了，没想到

在当地人脑子里还有另一个形象。

可见在跨文化和语言背景下，不同名字和

身份的搭配，会产生多少完全不同的效果。下

面聊聊常见的问题。

要不要取英文名？

这个问题中国人很少问。要出国了，或者

孩子要学英语了，大家习惯了早早给自己取一

个英文名字，一个是大家都这么做，二是能跟

外国人拉近距离。

但有一次，我的一个老师很不解的问，你

为何要取英文名呢，为何我看到的中国学生都

要取一个英文名呢？在她看来，名字是人的符

号，追随家庭传承和文化记忆以及身份认同，

不会轻易去改变的。

所以，沿用自己的本命，还是取一个英文

名，是一个大问题。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的名字在英文里很不好

发音，或者发音容易引起歧义，还是建议取一个

英文名。譬如我的中文名拼音是Fang，在英文里

是动物的獠牙，或者蛇的毒牙的意思，试想下老

外听到一个中国女性叫这个名字的反应。

滴答的中文名跟欺凌（bully）谐音，小朋

友中容易引起歧义，尤其是刚进入一个新的国

家，会对心理有影响，最好还是换一个。

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沿用本名挺好的。

中文名是个人独特的标签，反而让别人容易识

别和记住你。之前写过的一篇白宫记者智斗川

普的文章，主角是CBS的白宫记者Weijia Wang

，三岁移民到美国，出镜时就是用的本名，没

有改用英文名。

还有很多中国人，也是沿用自己的本名，

像著名的大提琴家马友友Youyou Ma。随着中国

人跟世界交往越来越多，老外对中文名的介绍

了解增多，沿用中文本名的也会越来越多了。

英文名是有代际区分的要赶潮流

英文名跟中文名的一个不同是，要赶潮流

，变得很快。名字是有代际之分的，有的名字

，五六十年可能很流行，现在取，可能变得落

伍了。就像中文名一样，叫建国、建军，是在

特定时代的名字，如果现在的孩子取这个名字

，别人听到可能就想笑。

所以，每年的流行英文名字也不一样，于

是同一年出生的重名率很高。我们的朋友Jenni-

fer 说，她小时候同一条街上有七八个同名的女

孩，上学后一个班又有四五个同名的。于是，

老师需要在名字后面加上姓的首字母来区别，

比如她就是Jennifer S。

我的大学一年级英语课，老师要求，每个

人取一个英文名。我刚好手上有本美人鱼的书

，就随便给自己取了Mermaid，反正记得当时老

师看见我们全班交上去的名字，表情很复杂，

说了一句，你们这些英文名简直是灾难。

具体灾难在哪，她倒是没说。于是，这个

名字我安安心心一直用到工作。现在想想，当

初和世界各国学校代表交换名片时，人家看见

Mermaid这个名字时内心的挣扎有多大。😂

后来换工作到北京，终于到了该换英文名

都时候了。教育行业人人都有英文名。我再次

不甘于平凡，要找一个不是Vivian，Fiona，Jen-

ny 这样泯然众人矣的名字。

为了不犯以前耸人听闻的错误，我这回找

了人名辞典，挑了Mavis这样简单又看起来雅致

的名字。范晓萱也是用这个名字的嘛，够安全

了。坦坦然用了好几年。

然后我就到美国了，有一次，我的老板问

我有没有英文名，我说是Mavis, 她笑趴了。我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然后她给我看这个下图

，Mavis这个名字在美国文化里给人的印象是年

老的黑人妇女。六七十年代，有很著名的教打

字的Mavis Beacon，大家一听到Mavis就头脑里

跳出那样的形象。

有位流行的年轻的华裔脱口秀演员 Jimmy

Young，讲过他家取名掉过的坑。他哥哥最早叫

Roger，后来意识到这是个白人老头的名字，自

己改成了Roy。结果，还是个白人老头的名字。

改变你的名字形象，不要被名字束缚

大家可能觉得中国人的名字难以发音。其

实不是，多数中国人的名字简短上口，很容易

就发出来了。

美国老师最恐惧的，是印度学生还有非洲

裔同学的名字，经常是长长的一串字母，完全

不是名字的名字，看上去没有任何规律。我见

过最长的一个同学名字，有十八个字母……

还有很多很奇怪的姓名，譬如我有个学生

叫 Mama Oh。我还有男同学的姓Baby，第一次

看到，我差点笑出来了，这是多坑人的祖上，

姓Baby。后来想想也正常，中国人姓宝的也很

多的啊，还有姓钱的，以及更多特立独行的姓

，如姓牛，姓马，还有姓黑的，姓难的等等，

如果翻译成英文都会觉得很诡异，但在本国文

化背景下没有任何问题。

一般来说，就跟中国人不会嘲笑一个老外

的中文名一样，即使是再诡异的英文名，他们

也不会当面指出，名字是一个人的身份，首先

要尊重。所以，不是特别紧密的朋友，不会跟

你说名字有何歧义或者不妥。

但可以主动问当地朋友，这个名字怎么样

。好不好听，有无歧义。即使在网站上查了，

也最好多问当地人，跟不同的姓搭配，不同文

化和语境，对名字的理解会不一样。

取名字很难，尤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世

人的名字千奇百怪，适合自己就好。

也不用太在意自己名字的含义，就像我在

之前文章介绍过一个著名主持人，NPR的Terry

Gross。最初每次听到她名字，我都会咯噔一下

，太像Terror Gross（可怕恶心），但听众没觉

得有啥问题。至于乱取名字的外国人和明星也

不少，譬如Elon Musk这样的神人。

每个人都能改变名字本身的含义。这样，

后来者可能还会跟随着取你的名字呢。

滴答同学后来自己发现，非洲还有个国家叫

Chad，虽然很穷，但是个面积挺大的国家。他很

高兴，我拥有一个国家啊，就像国王一样。

我的名字Fang , 尽管看起来那么吓人，我

也还是保留了。我会跟外国朋友解释，这个名

字在中文里是芬芳的意思，搭配我的姓，就是

慢慢飘香的意思，他们都非常喜欢。所以，名

字的含义是你自己塑造赋予的。

中国人要不要取英文名？
我居然给儿子取了个白人富二代的名字

我的出生地不是美国。在法国，人们说我笑

起来嘴角咧到了耳朵，说这是美国人的标志。在

中国，虽然他们不说，但是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大

部分人的目光就像胶水一样黏在我身上，他们用

这个告诉我，我不是他们的一员。

1

最近一次课上，我主动和一个来自中国的男

孩打招呼，介绍我自己。我在其他课上也看到过

他，发现他很少和别人交流。于是，我决定主动

认识他，让他在美国感觉更自在些。出乎我的预

料，他对我说：「你是最糟糕的那类华人。」

我震惊到语塞，完全不明白本来只想寒暄一

下，聊聊他在纽约的经历，怎么竟招来了歧视我

的言论。

「你刚刚说我是最糟糕的那类华人？」

「是的。」

「为什么？」我还是反应不过来。

「因为你出生在中国，但在美国长大。」

我目瞪口呆，不能相信眼前这个我自以为和

我拥有共同背景的人竟然把我看作异类。

「我把自己看作美国华人。我承认，我离自

己的中国背景很远，并且我对她的理解永远不可

能和你一样深，但她对我依然有重要的意义。

我知道我很美国化，但我的身份仍然是华人

，因为别人是这样看我，我也是这样看自己。我

的很多家人还生活在中国。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

境况，回到过去，选择在中国长大。你说我是最

糟糕的那类华人，只能说明你是最糟糕的那类人

。」

他说：「但我的朋友们都认为你是最糟糕的

那类华人。」

「这只是他们自以为是的成见。」我说，然

后就上课了。

课间休息时，听到我们谈话的同学一个个走

到我身边，说他们难以相信自己听到的，问我为

什么要这么和善地应对，为什么我觉得需要说明

自己的身份认同。

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对他在班级里的外来者身

份有一份同理心，而且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他的无

知就粗鲁地回应，那样反倒表明我在乎他的话。

说实话，他的话的确伤到了我，我问了中国

的朋友以及家人，努力弄清楚他表达的究竟是什

么意思。也许我现在更像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但是这并不能抹煞或贬低我来美国并成为美国公

民前的人生岁月，不是吗？

2

这不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被歧视。

上小学时我的同学主要是亚洲人，所以没什

么问题。到了初高中，我所处的环境缺乏多元和

包容。我常常感觉必须消除自己的种族意识才能

融入，并且经常拒绝和其他亚裔同学交朋友，因

为那样会让我在众人面前显得更亚洲化（结果是

被边缘化）。

这些都在无意识中不知不觉地发生。那时我

只是个孩子，理解不了害怕与别人不一样的心理

。我经常不学习，只是为了对抗「亚洲人都是书

呆子」的刻板印象。我开始不去上中文课，而且

每天晚上都非常抗拒练钢琴（真后悔），因为我

觉得这样可以让我不那么像「外国人」。

事实上我错了，我根本不需要刻意去掉我身

上的「外国人」印记，入籍前绿卡上已经标明了

我是个外国人。

不幸的是，我对学习的逆反违背了父母的价

值观；和很多来自中国的移民一样，他们把教育

视为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主要途径。我对歧视的反

应和对同化的渴望让我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使我

非常困惑、孤立，并且充满了羞愧与内疚。

在长大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岔开关于数

学、大米和小眼睛（关于华裔的槽点）的话题，

或者至少学会了在受到困扰时掩饰自己的情绪。

3

长大后我开始约会，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成

了「恋物癖」里的「物」。

对我感兴趣的男人往往承认说自己有「黄热

病（恋慕黄种人的心理）」，要么就是觉得和亚

裔女性交往是每个男人一生中都应该有的经历。

曾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前男友的父母，他妈妈

对他说：「我明白，目前这个阶段你需要一点异域

风情。」在我实在厌倦了别人只看到我的种族后，

我开始只和过去没有交往过太多亚裔女性的男人交

往，因为我觉得，至少我可以确信他们是对我本人

，而不是对某一个类型的女性感兴趣。

但是下面这些经历同样让我失望。有人迷恋

亚裔却矢口否认，最近甚至有一个男人把我的眼

皮往上推，问我「怎么睁不开」，这种幽默在我

看来真的不高级。不管对方喜欢我是因为我是亚

裔，还是表达说尽管我是亚裔但依然喜欢我，在

这两种情况下，种族都是对方做决定时重要的考

量因素。

我曾经走在路上，还遇到过男人嘘我说：

「你是从中国来这儿找老公的吗？」，或是用低

劣的语汇「额爱你很久了(me love you long time)

」嘲笑华人的英语。

4

亚裔身份还影响到了我的职场机会。

我之前的工作多少都得益于美国社会对亚裔

的积极印象。我在自以为资历不够的情况下被科

技公司录用。当然我也体会过负面的看法：别人

认为我总是温顺和服从的。很多人当面跟我开亚

裔的玩笑，而原本不属于我的工作也会委托给我

。

我还不能生气，否则别人会说我过于敏感，

于是我的声音继续被漠视。我看到亚裔同事在听

到歧视性的笑话时一样哈哈大笑，拿自己的种族

开玩笑，只是为了和团队相处得更好。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开亚裔的玩笑是可以

的，但如果换作其他族裔，就不行了。尽管表面

上亚裔常常被冠以「模范少数」的称号，而且常

常和白人处在一个集体，但是这些理论上看起来

积极的刻板印象是基于一种忽略了实际体验的表

面现象。

亚裔的能见度仍然很低。媒体中的亚裔形象

太少，尤其是可以击碎刻板印象的形象。现在有

的，只是在进一步加剧刻板印象。

5

我对于自己身份的困惑还有两个不同的审美

标准。

在中国，肤白发黑、女性化且长得像洋娃娃

一样的面孔很受人喜欢。眼睛通过贴胶或动手术

做出双眼皮，还会戴「大眼」隐形眼镜让瞳孔看

起来更大。根本目的是要遮掩天生的样子，因为

中国人大多喜欢白人或是卡通人物的样子。

在美国，人们眼中好看的亚裔女性通常肤色

深、体格结实、颧骨高，同时保留有一些「少数

族裔」的特点，比如单眼皮。还有时候，在修出

来的广告画面中，除了极少的一些细节外（如杏

眼和黄皮肤），亚裔基本就是白人的样子。

上述不同的审美观让我很难决定遵从哪一个

。更为复杂的是，我天生一头浓密的卷发、双眼

皮、皮肤偏白而不是黄，我家人都不是这样。有

人对我说，我看起来有点像欧洲人。很明显，我

的长相既不符合美国人的审美观，也不符合中国

人的审美观，这让我的身份认同更加混乱。

6

我到底是谁？

作为一名美国华裔女性，我能对号入座的刻

板印象并不多：我不是虎妈、母夜叉（原文drag-

on Lady，尤指东方冷酷无情、爱寻衅滋事的有权

势的女人），也不是温顺的中国娃娃。我车技很

好，但数学很差。高中时的微积分考试，我考过1

分；大学时的行为统计学，我差一点要补修。中

文我能听会说，但让我有点分裂的是，我不会读

和写。

我不是有意背叛我的遗传基因，同时我也不

想因为自己的种族而被孤立、被归为异类或被赋

予特别的性的吸引力。今天，我不再为亚裔身份

感到羞愧，而是羞愧自己曾经屈从于压力，为了

融入美国而拒绝自己的民族文化。

华人女性在美国竟这样被歧视：4段令人心酸的真实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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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長空之王》曝首支正式預告
王壹博胡軍試飛最新式戰機
今日，由劉曉世導演，韓寒監制，

王壹博、胡軍、於適領銜主演，周冬雨

特別主演，蔔鈺、翟宇佳、王子宸、

蘆鑫等主演的電影《長空之王》，發

布首支正式預告片及“整裝待發”版

海報。影片聚焦我國新時代空軍試飛

員，揭秘最新式戰機誕生的艱辛歷程

，將於年內上映。

為了試出中國自己的最新式戰機，王

壹博等飾演的優秀飛行員毅然投身試飛事

業。預告中秒針嘀嗒聲時刻回響耳畔，

責任重於泰山，使命刻不容緩。試飛員

們用壹次次突破極限的飛行，丈量新飛

機的安全邊界，危險、壓力、抉擇接踵

而來……預告中，呼嘯長空的熱血場面

不斷，讓人直呼過癮的同時，也油然而

生壹股自豪之情。海報上，試飛隊員們

集結亮相，壹身戎裝氣場十足，堅毅的

眼神中透露著必勝的決心。

百裏挑壹 試飛小隊熱血集結
王壹博胡軍演繹“刀尖上的舞者”

預告中，初見巍然泛光的殲-20，雷宇

（王壹博飾）、鄧放（於適飾）等年

輕飛行員們的震撼與興奮溢於言表。

想要獲得新壹代隱身戰機的試飛機會

，優秀的飛行員們必須壹切歸零，在

生理、心理等各個層面重新證明自己

。360度任意旋轉的同時，還要時刻

保持專註接受考驗；試飛員耐受性測

試，他們必須在高溫和極寒中咬牙堅

持……類似的項目還有很多，都是為

了最大限度拓寬試飛員身體和心理的

最大承受值。只因要試出新飛機的極

限，必須先突破試飛員自身的極限。

考場如戰場，雷宇模擬試飛考

核失敗，申請重新操作，但被試飛大

隊隊長張挺（胡軍 飾）嚴辭拒絕，因

為試飛員的生命只有壹次，壹旦墜機

便沒有“再來壹次”的機會。即便如

此，為了讓前線戰友毫無後顧之憂，

試飛員們依然需要通過壹次次試飛，

探索出飛機全部性能的邊界和安全極

限。“能拿多少極限數據，取決於危

險中多扛幾秒”，他們，無愧“刀尖

上的舞者”。

真機實拍盡現速度與力量之美
王壹博轉椅戲強忍不適旋轉數十遍
除了硬核亮相的試飛員，預告中

戰鬥機大仰角穿雲、高空翻轉等場面，

將飛機卓越性能展現得淋漓盡致，令

不少觀眾熱血沸騰。在空軍和航空工

業集團的支持下，包括殲-20、殲-16、

殲-10C在內的多款中國最尖端機型也

將在大銀幕與廣大觀眾見面。

為了更貼近人物狀態，呈現出當

代空軍飛行員、試飛員昂揚的精神風

貌，展現我國自主研制新壹代航空裝

備的優異性能，王壹博、於適等青年

演員，不僅在開拍前花了大量時間閱

讀了解試飛員資料，開拍後在片場也

同真實試飛員進行了大量交流。健身

同樣是必修課，進組前大家都進行了

健身塑形，片場閑暇時演員們也常聚

在壹起健身。在拍攝三自由度旋轉測

試的壹場戲時，為了滿足不同機位的

拍攝需求，王壹博和於適旋轉了數十遍

，拍攝結束後強忍暈眩的他們，稍事休

息便馬上投入到接下去的拍攝中。壹切

以真實為基準的背後，是精益求精的創

作態度和壹顆顆敬畏之心，也讓觀眾對

於這群青春硬朗的演員們演繹的新時代

空軍試飛員充滿了期待。

在空軍試飛部隊組建70周年之際

，由空軍和航空工業集團參與支持的

電影《長空之王》將於年內上映。本

片由上海亭東影業有限公司、北京阿

裏巴巴影業文化有限公司、融動影視

文化傳媒（天津）有限公司、中航環

球文化傳播（北京）有限公司、北京

桂子源影視傳媒有限公司、華夏電影

發行有限責任公司、中影電影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博納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出品，霍爾果斯有忻影業有限公司、

酷鯨影視制作（北京）有限公司、鳳

儀文化娛樂集團有限公司、光合映畫

影視傳媒無錫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中國融通文化教育集團榮譽出品，

上海亭東影業有限公司、北京桂子源

影視傳媒有限公司承制，上海淘票票

影視文化有限公司發行，是“促進上

海電影發展專項資金資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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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宋茜領銜主演，王迎、毋

輝輝聯合執導，愛奇藝、恒頓傳

媒聯合出品的都市醫療情感劇

《親愛的生命》於9月22日在愛

奇藝、騰訊視頻迎來了會員大結

局。該劇壹經播出便引起熱議，

宋茜在劇中飾演壹位獨立清醒的

女醫生，演技表現亮眼，收獲了

觀眾們的壹致好評與喜愛。

宋茜潛心雕琢塑造角色
杜帝奔赴前線實現自我價值
杜帝身上努力、清醒、獨

立、理智、有理想有抱負等特點

觀眾都有目共睹，為我們塑造了

新時代女性的典範。在工作中她

嚴謹負責，用壹臺臺手術證明自

己的專業能力；在愛情裏她平等

尊重，擁有獨立的靈魂，更有自

洽的精神世界；結局時她更是毅

然決定奔赴醫療前線，實現了角

色的自我價值。隨著杜帝在工作

中不斷磨練進階，宋茜也在對人

物的塑造過程裏得到了成長。手

術室內的堅強沈穩、母親離世時

的崩潰脆弱、醉酒後的可愛呆萌

……在不同情境下，宋茜流露出

了角色應有的多

種狀態，她真實

細膩的表演讓杜

帝的成長過程十

分自然順暢，雕

琢出了人物的性

格多面性。

劇集收官熱
度再創新高

宋茜不斷突
破創造無限可能

在今日《親

愛的生命》更新

的大結局中，杜

帝的父親最終悔過撤銷投訴，杜帝

重回醫院參加救援，奔波在抗疫的

第壹線，杜帝也接受劉念白的求婚

，收獲了圓滿的結局。此外，《親

愛的生命》收視再創新高，單日平

均破1，最高峰值達1.3，更是為結

局遞上了壹份完美的答卷。

壹路走來，宋茜始終致力於

為熒幕呈現多元化的女性形象，

用心刻畫每壹個角色。她曾表示出

演《親愛的生命》的初衷是希望觀

眾能夠深入了解婦產科醫生這個職

業，也希望通過杜帝這個獨立、奮

鬥的職業女性形象給年輕女性帶來

更多正面的影響。至此，宋茜憑借

新劇《親愛的生命》再次獲得觀眾

認可，許多觀眾表示“宋茜每壹部

戲演技都在進步”，眾多好評皆反

映出宋茜在表演道路上的突破。

《親愛的生命》現已會員正

式收官，宋茜與杜帝的故事到此

暫時告壹段落，感謝觀眾們對杜

帝的支持與喜愛。由宋茜領銜主

演的《誰都知道我愛妳》、《溫

暖的甜蜜的》也會陸續與觀眾見

面，期待演員宋茜為大家帶來更

多驚喜。

“新大頭兒子”電影5定檔國慶
開啟宇宙奇遇記

由央視動漫集團精心打造的“新

大頭兒子”系列第五部動畫電影《新

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5我的外星朋友

》正式定檔，將於10月1日登陸全國

院線。作為2022年度唯壹航天題材動

畫電影，影片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少

兒頻道、央視動漫集團、貓眼電影、

萬達影視、卡酷傳媒聯合推出。

國慶檔親子觀影首選

新角色新故事
寓教於樂

作為家喻戶曉

的 國 民 親 子 IP，

“大頭兒子”源源

不斷地傳遞著陪伴

成長的溫暖力量。

這壹次，《新大頭

兒子和小頭爸爸5我

的外星朋友》融合

硬核航天題材和歡

樂溫情的家庭元素

，以與眾不同的方

式講述了壹個中國

式親子故事。

影 片 延 續 了

“新大頭兒子”系

列電影暖心的基調

，洋溢著感人至深

的親情和友情，同

時又聚焦新時代父

子關系，在歡樂的

劇情中引人深思。

大頭兒子第壹次遭

遇人際交往困難，

失去了身邊夥伴的支持，想要繼續太

空探索之旅卻寸步難行，“無所不能

”的小頭爸爸也很苦惱。大頭兒子究

竟如何完成自我的成長和蛻變？小頭

爸爸用什麼樣的新穎方式解決父子間

的矛盾？影片將為親子觀眾奉上打開

新時代父子相處之道的密鑰。

片中，大頭兒子結識了壹個神奇

的外星朋友太空兔。太空兔不僅具備

蘊含科學想象力的呆萌造型，性格也

十分逗趣。太空兔自從在預告中亮相

後，就迅速收獲了大小朋友們的喜愛

。然而，他的身份也包含著秘密。全

員好奇的太空兔真面目，國慶假期影

院見分曉！

國民IP致敬航天夢想
童心創想未來可期
作為2022年度唯壹航天題材動畫

電影，影片將航天科技知識和航天夢

想巧妙融入妙趣橫生的劇情中，帶領

大小朋友們全方位領略太空的浩瀚之

美和中國航天的壯觀成就，激勵孩子

們生發對宇宙探索的向往，勇敢奔赴

星辰大海。

片中巡天望眼鏡、衛星、太空基

地、飛行器、載人火箭、太空站等技

術細節，都是來自我國航天史的真實

借鑒，只等大小朋友們國慶假期來影

院壹飽眼福。

同時，影片還加入了許多具有非凡

想象力的有趣設定，拉近孩子們與航天

歷史、航天科技的距離。“航天第壹人

”萬戶作為這場太空奇遇中的關鍵人物

，壹改往日科學家的嚴肅，“特別”的

出場方式更是讓人忍俊不禁。親眼看到

糖果星球、電光星球、金屬星球等組成

的繽紛宇宙，相信大家的童心童趣將壹

秒被喚醒。從充滿科技元素的銀河社區

到美麗的星雲、奇幻的黑洞，大頭兒子

帶妳玩轉整個宇宙！

國慶影院太空遊，合家壹起看大頭

！《新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5我的外星朋

友》在2022年國慶假期即將與觀眾相見

，開啟歡樂無限的宇宙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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