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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可可西里

无人区巡山

我叫尕玛英培，今年 42 岁，是玉树
本地人。2007 年我来到可可西里管理局
巡山队工作，到现在有 13 年了。
巡山是我的日常工作。队员们一起
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沿着既定的线路
进去 60 公里，到保护站上工作几天，再
转一圈回来，看有没有火灾，有没有盗
猎、盗采。统计路上碰到的动植物的数
量，记在巡山日志里。
巡山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经常
是十天半个月出不来。
无人区地形复杂，沙漠、河流、悬
崖、雪山、流沙、沼泽，什么都有。1
平方公里以下的湖泊有 7000 多个，可以
说是千湖之地。本来路况不好，遇到雨
水大了，就会陷车。
前年我们去太阳湖检查站，143 公里
的路，我们走了 8 天。这还不是最长的
，最长的一次在 2016 年，来回 120 公里
走了 25 天——全是陷车耽误的。
车陷进去无数次，用铁锹来挖。车
上东西全都卸下来，车身轻了，车挖出
来，再装回去，一走，不到几百米，车
又陷进去了。坐车，陷车，挖车，就这
三件事。
进山之前，车的配件，包括钢板、
千斤顶、备用轮胎、补充的汽油都要带
。汽油带 2、3 桶，一桶大概 200 公升。
山里没有电，要提烧火的喷灯，加上汽
油用来烧水做饭。锅碗瓢盆、吃的、水
，帐篷、被褥都带着。无人区温差大，
秋冬零下 46 度，夏天也是零下 7、8 度，
要穿羽绒服，背两双鞋子，一双单鞋一
双棉鞋。
药也得带，关节炎药，感冒药，胃
药。可可西里的人都有风湿性关节炎，
尤其我们巡山的。我还有腰间盘突出和
胃病——吃饭不规律，有时候冷有时候
热。身体再好的人，进去山里再出来，
病也就出来了。
但指南针、GPS 这些不用带。无人
区有 4.5 万平方公里，几乎每个队员都知
道哪里有沟，哪里有水。山的名字，湖
的名字，水大了、水小了，我们全都知
道。
走在无人区的时候，感觉非常开阔
，一望无边。远处是皑皑的雪山，天特
别蓝，云多，空气好，能看到很多动物
，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还有黄羊
。动物一看到人会先盯着你看，它在猜
测你这个人是不是危险，你也在猜测它
这个动物是不是危险，双方心里都害怕
，对视一分钟之后，它掉头跑掉了。
保护站里有光伏电站和电话信号，
但出去保护站十几公里就没了。巡山很
枯燥，开车的时候只能四五个人一起聊
天、听音乐，打发时间。

大多数巡山队员都有一个 U 盘，听
完一个 U 盘换下一个队员的。我有一个
32G 的 U 盘，2012 年买的，里面有 1000
多首歌，进山之前我去网吧下载，每次
下载几百首，听腻了全删掉，回去再下
。后来格尔木夜市有专门的小摊位帮人
下载，我都去那里，只要二三十块钱。
进山之前我都录孩子的视频，还有
照片，想他们了我就拿出来看看。山里
手机没信号，他们不能打电话给我，只
能我用卫星电话打给他们。卫星电话一
分钟 8 块钱，不能聊天，就说我现在在
山里很好就完了。不是我一个人打，其
他队员还要打。万一打到欠费，我们连
救援电话都没有。
每次穿着干净的衣服出门，都是一
身脏的回家。山里没办法洗澡，一个月
不洗澡，到了城市以后自己好像变成了
野人。头发也长了，胡子也长了，身上
脏，衣服也脏，脸晒黑了，远远一看，
只有眼球白白的，其他都是黑黑的。走
在路上，车又多，人又多，感觉自己从
原始社会回到了现代社会，都不适应了
。
时间变快了。山里什么都慢。云飘
得慢，水流得慢，人动得慢——动作太
快会有高原反应。好像自己的呼吸都变
慢了。格尔木海拔低，一出来我就瞌睡
，醉氧，好几天才能恢复过来。
周围变吵了。山里特别安静，只有
自己一个人说话。城市里有人的地方就
很吵闹，让我觉得，怎么噪音都这么大
？
很多人听说过可可西里，但不知道
可可西里在哪，每次进去之后被困住了
，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中已经进来了。
2012 年 10 月，两个外国人在可可西
里失踪了，我参与过搜救。
外国人是澳大利亚的，从格尔木骑
自行车进来可可西里，他们没有吃的，
体力耗尽，打卫星电话到他们大使馆，
给了一个 GPS 定位。前一天第一批搜救
队进去没找到，GPS 定位最后一个数字
错了，相当于错了十几公里。第二批又
组织起来。
20 号晚上我接到领导电话，让我把
救援队带进去。9 点左右，格尔木市特
警队、武警的、公安的总顾问，还有测
绘局的人和我一起从不冻泉保护站出发
，连夜开车到红水河时，天已经亮了。
可可西里的日出漂亮得很。太阳大
，从雪山的后面一点点出现，感觉很温
暖。刚出来是红的，半个小时后变成黄
的。当时想着要去救人，心里只有着急
：你看，又过了一天。
正是冬天，红水河结冰了。这条河
是可可西里主要的河流之一，穿越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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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外国人
专家留了我一
个人的食物，
有菜和肉。放
2020 年 7 月 5 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位女孩
的时候我没看
独自踏上了开往青海格尔木的火车，之后进入可可西
，他们走了我
里无人区，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7 月 27 日，格尔木
想收拾一下，
公安局的民警与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前往无人区搜救，
箱子一打开，
4 天后，他们在清水河南侧发现了女孩喝剩的半瓶矿
全都是柴油的
泉水，还有她的遗骸。
味道。一个大
可可西里无人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柴油缸烂掉了
这块广袤的地域在西藏-新疆-青海之交，平均海
，把肉和菜都
拔在 4600 米以上，面积 4.5 万平方千米，大部分地域
浸了。我煮了
里没有通讯信号。它地形复杂，常年低温，夏季温度
三四遍，还是
仍在零下 7 摄氏度左右。这里气候变化没有规律，冰
有味道，没办
雹雨雪随机出现，棕熊、野狼等肉食性野生动物时有
法吃。
出没。在这广阔、荒芜、危险、拒绝了大部分现代科
当时我的心
技的地域里，找人，如同大海捞针。
就慌了。没有
在这场搜救中，也有可可西里管理局巡山队的参
卫星电话，手
与，他们在各保护站周边十几公里的地带里搜寻。多
机没信号，和
年的巡山经验让队员们成了可可西里的活地图。虽然
外界无法联系
搜救并不属于他们的工作职责，但早些年，每当有游
。
客或驴友被困，他们都会作为向导给搜救队引路。在
我翻了站里
他们的脑海里，每一座山的位置，每一条河的水量，
的各个角落，
哪里水深、哪里水浅都一清二楚。
一年前我带中
我们找到了一位可可西里管理局巡山队的老队员
央电视台的到
，他在可可西里工作了 13 年。这些年，他巡了无数次
这里，他们剩
山，把科考队带进无人区，把迷路的人们带出无人区
下很多方便面
。他热爱这片土地，对藏羚羊感情深厚，在这里发生
，还有几个午
的一切都让他明白，在可可西里，神秘和美丽总是伴
餐肉罐头，一
随着危险。以下是他的自述：
看，全都过期
了，但我也很
庆幸。我一天
吃一包泡面，
山流到柴达木盆地，我在山里走时经常 不敢多吃，怕吃完。到第五天下了一场
见到。冬天它是 20 米宽，夏天 80 米宽， 雪，我就知道，地质队也困在勘测地出
哪里水深，哪里水浅我都很清楚。车过 不来了。
不去，我们 7 个人下车徒步行走。我找
房子里除了床、桌子、炉子，只有
了个水浅的地方，大家蹚水过河。水非 我一个人。我白天睡觉，晚上不敢睡，
常非常的冷，20 分钟才过完河，鞋子、 怕动物袭击，只有把门锁好，坐在炉子
裤子全都湿了。
跟前加煤。灯、电都没有，我把煤油灌
过河之后又走了 30 公里，我们到了 进玻璃罐头，加个棉花，做了一个煤油
他们被困的豹子峡，两个人蹲在一个大 灯。我坐在床上，看桌子上面的灯能看
石头下面。双方语言不通，像哑巴一样 一晚上。
用手比划。
以前搜救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能不
人找到以后，先给他们吃了点东西 能找到人，根本没想过孤独。但现在没
，我们继续徒步回红水河。到了车跟前 有任何事情可以做，实在是太无聊了。
是晚上，很冷，没有取暖的地方，我捡
保护站有笔，我每天都写日记，我
了些野牛粪当燃料，烧开水给他们泡方 今天干了什么，加煤、做饭，今天吃了
便面。吃饱以后才返回。
什么，方便面、方便面，每天都记着。
我经常在无人区里走，60 公里对我 有时候也画画。我没有画画的天赋，乱
来说不太累。脚痛肯定有点痛，还是继 画，只要我看见的都描绘了一番，好把
续走，走不下去了也要继续走。其他人 时间过掉。保护站有个小窗子，可以看
高原反应比较严重，大家都嘴唇干裂， 到一小块夜空。天气晴朗的时候，星星
有一个人流了鼻血，另外有几个人咳嗽 特别亮，我就数星星。还看到过流星，
，呕吐。
当时心想，又一个星星掉下去了。
徒步的时候，狼，棕熊，野牦牛都
日子一天天过，我真的很绝望，根
出现过。徒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只狼， 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也不知道
在河套里远远地走着。冬天的狼是瘦的 食物能撑到什么时候。
，吃不上，夏天体格大，因为是藏羚羊
就这样，我一个人在保护站熬过了
迁徙的季节。
22 天，熬到过期方便面都没有了。当时
豹子峡那里野牛多，两三个或者成 想到自己如果死掉了家人会怎么样，孩
群的出现，比一个人还高。一群牛我不 子还没长大，这些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害怕，一个带头的牛看到人跑掉，其他 。
的也跟着跑掉了。离群的野牛很吓人，
第 23 天晚上 10 点，小窗户的地方一
攻击性强，几个人都打不过它，我不敢 闪一闪的。我一看，地质队出来了。我
靠近。
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床这里走到大
这种搜救以前次数很多，后来就变 门口的，一看到灯光就太激动了。门打
少了。现在管理局属于三江源国家公园 开的时候，十几个人全都哭着，他们以
，地方公安局接到报警出警以后，我们 为我死了。两个外国人专家把我抱住，
主要做辅助性的工作。
说什么我也听不太懂。
半个月前，7 月 26 号，保护站下了
因为好长时间没有开口，我都不知
一个文件，组织去找走失的女大学生。 道怎么说话了。反应了好久，我给他们
当时我在现在工作的五道梁保护站，站 说：你们还好吗？
里算上我有 4 个人，我们轮流出去，在
回到局里以后，所有的同事、领导
辖区十几公里的地带寻找。
干部都来安慰我，有高兴的，也有骂的
当天下午我们找了 4 个多小时，没 ，骂我怎么这么多天不打个电话，他们
找到，晚上在山里过夜，第二天继续。 担心。那些天里家里人非常着急，天天
搜救只能在白天，晚上不可以，太危险 往单位里跑，为啥那个人一点消息都没
。山里没有信号，我一直在找，8 月 3 号 有？但着急也没用，我在哪个地点他们
出来才知道找到了，但是找到了遗骸。 都不知道。
真遗憾，年纪轻轻的。我特别希望找
回来之后，我瘦了 8 斤，整个人都
到她，然后把她带出来。那是一个生命。 变了。我平时话不多，下来以后话多了
有一次我自己也差点走不出来。
，跟每个人都说话，饭量也大了，吃什
2014 年，局里让我把陕西地质队带 么都特别好吃。以前我脾气不好，现在
进可可西里卓乃湖保护站。当时所有食 同事、家里人都说，怎么感觉你脾气变
物都是他们准备的，我只拿着我自己的 好了？
行李。第二天一问，他们只拿了自己的
现在想起来这个事情，真的很害怕
小帐篷，没有准备我的帐篷。地质勘查 。其实到了第 18 天，我自己写了个遗书
地点离保护站 30 多公里，我说我就不去 ，想给家人有个交待。回到站上之后，
了，在站上等你们。
我把遗书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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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在想，假如我死掉，不是动
物袭击，不是人为，也不是生病，22 天
里面我连感冒都没有得，只能是饿死的
。
不是因为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矿产
资源，结果是饿死了。那真有点说不过
去。幸亏我现在还活着。
我现在五道梁保护站工作，平时巡
山、巡线，到了藏羚羊迁徙的季节，最
重要的事情是给它们保驾护航。
每年 4 月、5 月，几千只藏羚羊从西
藏的羌塘保护区和新疆的阿尔金山保护
区迁徙过来，它们会经过可可西里无人
区，到卓乃湖产小羊再返回。这中间它
们两次路过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我们
就实行短期的交通管制，两边的路一堵
，让藏羚羊先过去。
经常有游客干扰迁徙，有些人追着
羊拍摄，拍照片，拍抖音，边走边播。
我们过去劝说，讲解。藏羚羊迁徙时走
得不快，不是一次过去几千只，是零零
散散地通过。本来十几分钟就能走过去
，有人干扰的话，要走半个小时或者一
个小时。路还堵着，路上的司机和人都
在等着。
除此之外，我们要存影像资料，照
片和视频都有，把每天的监控放几十遍
，计算迁徙和回迁的数量。
去年藏羚羊是 4 月 20 到 30 号迁徙，
7 月底到 8 月中旬回迁，分别有 3000 多只
和 4000 多只，增加了 300 多只。可可西
里一共有大概 7 万多只藏羚羊，只有一
小部分迁徙到可可西里，大多数都在山
里，不会被人干扰。
在可可西里，不同的保护站有不同
的职责。五道梁保护站是藏羚羊迁徙的
时候设置交通管制，让它们安全过去；
卓乃湖保护站是防止母羊生小羊的时候
其他肉食性动物影响它们太多；索南达
杰保护站是专门的救护中心。
生产季节，几万只藏羚羊在卓乃湖
的湖边生产，狼和熊一来，母羊成群跑
掉，小羊被落在那里。其实藏羚羊一生
下来，不到几分钟就会跑，跑的速度比
人还快。但它很害怕，就在原地蹲着不
动。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去把小
羊抱回来，送到索南达杰保护站，给他
们喂牛奶，养大到第二年它们跑得够快
了，不会被狼吃掉，再放生。在索南达
杰保护站，有公司专门给小羊弄了个围
栏，防止狼进来。
藏羚羊是有灵气的，你抱着小羊用
奶瓶喂了一两次以后，它就习惯了你身
上的气味，就算母羊或者其他羊在外面
，它也不走，它感觉你像它妈妈一样，
一直跟着你。
放生小羊的时候，大家心里很不是滋
味。一放走，它又跑过来，跑过来又把它
赶走。它一直回头看你，心里真的好难过
。赶走它两次，它就跟着羊群走了。羊跟
羊都长得一样，分不出谁是谁，无人区太
大了，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它了。
救助藏羚羊不能过多干扰，有时候
就算看到狼吃羊也不能做什么，心里很
难受，想把狼赶走，但没办法，这是生
态平衡，是食物链。
藏羚羊是高原的精灵。这种动物脾
气很温和，对人没有敌意，也没什么攻
击性。茫茫大地，很安静，突然看到了
一只藏羚羊，就觉得很亲切，像我的家
人一样。每次看到大量迁徙的藏羚羊，
我都激动。心里想，你来了。
内地人和游客都说可可西里无人区
名声大得很，真正到了这里以后才知道
，可可西里没有树，生态脆弱，植被很
少。很多年前就是这么的荒凉，只有地
上长的矮草，有些地方沙漠化很严重。
这里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现在是好好
的蓝天白云，一会儿就是冰雹雪雨。人
家说，高原的天气，女人的心，是说变
就变。海拔又高，人生存不了，只有藏
羚羊能生存。
在这样的世界里，自己很渺小，人
很渺小。云是低的，天也很低，这是离
太阳和天空最近的地方。
我的名字尕玛英培，是家人找高僧
活佛起的。活佛看你一生的命运，再起
你的名字。命运我不知道，家人没说过
。不过，尕玛的意思是天上的星星，英
培的意思是供奉、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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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40 年精英教育后果

“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
两位作者，格雷格· 卢金诺夫和乔
森纳· 海特，从心理习惯的层面入手，
指出了三个谬误：凡是伤害，只会让
你更脆弱；以己度人，永远相信自己
的感觉；认为生活是好人与恶人的战
斗。在他们看来，正是弥漫在校园里
的这三种错误认知，导致孩子的心灵
越来越封闭和脆弱。
过于强调“微侵犯”，会使人脆弱甚
至“社恐”
在两位作者眼里，20 世纪 90 年代
的美国校园是包容多元的，不同的政
治观点和立场都能被容纳其间。校园
审查的力量主要来自校方，学生则是
支持言论自由的生力军。到了 2013 年
前后，情况有些颠倒了。
在哈佛等不少顶尖法学院里，老
师已无法对 “强奸”这项罪名进行讲
授，因为课程资料可能触发有类似经
历的学生的创痛。“在刑法学的课堂
上，因讲述某些罪名会触发所谓的创
伤回忆就避之唯恐不及，这就太荒谬
了，就好像是外科医生说自己会晕血
一样。”田雷说。而“西方文学与哲
学经典”这门课，收入了荷马、但丁
、奥古斯汀、蒙田、伍尔夫等人的作
品，旨在处理“有关人类经验的那些
最困难的问题”。但 2015 年，4 名哥伦
比亚大学学生联名写文章，要求将许
多经典文本从课程材料中删去，因为
它们“充斥着以排斥和压迫为主题的
历史和叙事”，其中包括“触发性和
冒犯性的材料，在课堂上导致学生身
份的边缘化”。有些学生说，讨论这
些文本时，情绪会受到极大挑战，它
们应被去除，或者教授至少应在讲授
这些内容前作警示。学生们的诉求往
往会得到满足，可这样精心呵护导致
的结果却是，其心灵越来越脆弱，能
够容纳的言论尺度越来越小。
50 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
是美国大学言论自由运动的发端之地
，可到了 2017 年，那里的学生却因为
言论审查而掀起了一场全国瞩目的暴
乱。一些学生团体反对右翼社会活动
家米洛· 雅诺波鲁斯到学校演讲，后来
，抗议发展成“打砸抢”的暴力行动
。蒙着面、身穿黑衣的抗议者开始殴
打持不同意见的学生，推倒了一台照
明发电机，用烟花射入教学楼并攻击
警察、放火，还砸毁了一台自动提款
机。这场骚乱的结果是，暴力分子得
逞了，演讲被取消，校方没有公开惩
罚任何一名当晚在校园里使用暴力的
学生。作者认为，发生在伯克利的暴
力事件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点，这件事
给抗议者上了重要的一课：暴力管用
。在此之后，美国校园暴力抗议事件
越来越多。
《娇惯的心灵》里写到了好几桩学
生针对校内讲座的抗议事件，越来越多
的讲座因为学生的抗议而取消，不同的
思想主张也随之被拒之门外。过去几年
里，被美国学生团体拒之门外的演讲者
中不乏严肃的思考者和政治家，其中包
括保守派的政治记者乔治· 威尔、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执行主任格里斯汀· 拉加
尔德、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和前司
法部长埃里克· 霍德尔等。
因为在种族、性别等问题上的言
论，教授们也动辄得咎，被学生公开
揭发甚至围攻。其他教师明知同事无
辜，却因怕受攻击而噤声。校领导也
软弱无力，不敢保护受攻击的老师。
抗议者的诉求总能得到满足，抗议的
浪潮也就越来越大。这样的态势造成
的结果是，学生脑袋变得僵化，群体
的多样性衰减，他们开始将持不同观
点的人视为敌人。

看到电视剧《三十而已》里，烟花公司老板娘顾佳带儿子去
学马术时，田雷产生了一丝反感。他觉得，顾佳显然对精英文化
缺乏必要的反思。“这位优秀的女士把孩子的运动也看成是一项
成功学的培养了。”
话虽如此，四处弥漫的育儿焦虑还是会波及这个 10 岁男孩的
父亲。在他和朋友的聚会中，孩子和房子是被谈起最多的话题。
在田雷居住的小区，一个成绩优异的 12 岁女孩最近升入初中，因
为排名下滑而一蹶不振，已经休学，天天在小区里玩滑板，让父
母十分焦虑。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也带着点感同身受的情绪：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从现在看未来，接下来的世界很可能会更
加动荡不安，谁都不敢拿自己的孩子去冒险。”
上个月，由这位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译介的新书《娇惯
的心灵》出版了。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在为该书写
的推荐语中所说：“现在的教育让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处于竞争
之中。”在这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里，孩子们似乎正变得越
来越脆弱。今年以来，发生在国内的中小学生自杀、自残事件已
有数十起，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比率也逐年上升。“钢铁”是怎
么没有炼成的？通过发生在美国精英大学的故事，《娇惯的心灵
》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作者们认为，造成这种状态的原
因，正是过去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将
他们视为脆弱的，就会使他们越来越
脆弱。另一方面，今天大学课堂内外
的很多社科理论方法也在助推这种趋
势。比如，“微侵犯”这个词近来正
被许多人文社科学者所强调，被运用
在一系列性别及种族平等的运动中，
它告诉人们要警惕一些不起眼的侵害
，只强调被伤害者的感受，不考虑对
方是不是在主观上有伤害的意图。田
雷认为：“当学生学到这个概念，并
戴着这个概念的眼镜来生活时，他们
会觉得生活中到处都是侵犯。所以对
‘微侵犯’这个词，我主张要慎用。
社会交往和集体生活中难免摩擦、冲
撞和矛盾，善意对待或一笑了之即可
，不然人人都会变成‘社恐’。”
中美国情不同，体制不同，但家长的
焦虑高度相似
接受采访时，田雷已在着手翻译
另一本美国学者写的书《寒门子弟上
大学》。他把这本书与《娇惯的心灵
》以及中文版出版于 2017 年的《我们
的孩子》，视为了解美国教育以及社
会变革的“三部曲”。这位专攻美国
宪法的法学教授觉得，相比于研究宪

我們的新網站

法，观察教育能把美国看得更真切。
“现在美国的很多事情，已经是原先
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的了，反而教育
的变化更加贴近社会现实。”
在《我们的孩子》里，美国当代
最重要的社会学家罗伯特· 帕特南以横
跨半个世纪的观察来说明教育与阶层
流动之间的关系：在帕特南小时候，
也就是上世纪 50 年代，穷人和富人的
孩子会在同一个学校上课，同一个街
区玩耍，大学入学机会向他们同时敞
开；可 50 年后，阶层上升的通道已经
变得十分狭窄，穷人和富人的孩子之
间竖起了一道高墙，他们被分割在两
个世界，穷孩子上好大学的机会越来
越渺茫。帕特南以数据与访谈，无可
辩驳地揭示了美国社会存在的阶层固
化。而《娇惯的心灵》所说的，正是
这种阶层板结之后，大学校园里发生
的变化。
“《娇惯的心灵》所关注的例子
大多发生在精英大学里，某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视为帕特南笔下的中产或
上层孩子进入大学后所发生的故事。
”这群孩子的童年与半个世纪前的孩
子们已完全不同。他们从小在督促下
学习，很少有时间和同龄人玩。在家

庭和学校，他们都受到格外的关照和
保护。但缺乏自由玩耍、没有同伴的
生活，在作者们看来，会让孩子们失
去和风细雨打交道的能力，会更倾向
于诉诸官方权力去压制对手。
校园不是封闭的，它是整个社会
的缩影。《娇惯的心灵》认为，校园
中的情绪极化，是与美国社会政治极
化、家长的焦虑情绪以及大学的安全
主义等因素相关联的。
无论是《我们的孩子》揭示的阶
层固化，还是《娇惯的心灵》刻画的
极化世界，都会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现
状。在田雷看来，中美两国国情不同
，体制各异，但家长的焦虑高度相似
，“你去看北京海淀区的家长和纽约
上东区的家长，几乎是一样的”。一
位居住在上东区、毕业于耶鲁大学的
母亲，曾将她所经历的“育儿战争”
写进《我是个母亲，我需要铂金包》
一书中。最近，因为《三十而已》的
热播，这本书也随之得到很多关注。
书中的故事，正是《三十而已》中顾
佳的翻版。
《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
》的作者都在结尾表达了对未来的乐
观，也提出了他们的对策。但田雷认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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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比他们揭示的严峻问题，这些
对策看上去都是绵软无力的。随着
《娇惯的心灵》上市，田雷又重新回
顾了他的这本译作。他说自己很想知
道，英文版出版两年以后，作者们对
将来会更乐观，还是更悲观。“我想
应该是更悲观了，至少在 2020 年的世
界里找不到太乐观的理由。”
第一财经：作者们说，美国校园
曾充满自由包容的气氛，现在却有着
无处不在的冲突和情绪对立。在你看
来，转折点发生在何时？
田雷：从 2013 年到 2017 年吧，这
4 年在美国其实是互联网世代从进入到
全面占领大学的 4 年，数据也表明，在
这一阶段，大学生的抑郁、焦虑和自
杀率显著抬升。
第一财经：你为什么认为作者们
现在可能比《娇惯的心灵》刚出版时
更为悲观？
田雷：也许可以这么回答这个问
题：假如让两位作者在今天来写《娇
惯的心灵》，他们会更容易，还是更
困难？我想是更容易了，因为新材料
比比皆是，基本上都印证了作者 2018
年的判断。比如说，作为一位宪法学教
授，我就很同情美国同行、斯坦福大学
麦康奈尔教授（Michael McConnell）近
期的遭遇，他因为上网课期间，在讲制
宪史时给学生们读了一段 18 世纪的材
料，那原始材料里有种族歧视的词，尽
管这丝毫不代表麦教授个人观点，随后
还是引发了极大的风波。也许往后，在
任何表达中，我们都要学会事先做预警
宣告或免责声明，因为在“娇惯的心灵
”占据网络后，很显然，有时候说者无
意，但听者有心啊，这也印证了书里所
说的第二种谬误：跟着感觉走，我只要
“我觉得”。
第一财经：《娇惯的心灵》提到
，玩耍的失落，使孩子们失去了相互
协商妥协的能力，但贫民子弟受到的
影响相对较小，为什么？
田雷：也许应该结合《我们的孩
子》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很显然，家
庭出身划出了一道鸿沟，富家子弟在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监督下不断学
习，穷人家的孩子却不得不放养，因
为他们的父母没有资源，也往往没有
时间。在翻译《我们的孩子》时，有
一个情节令我印象深刻：帕特南和学
生要去采访一位工人和他的儿子，结
果采访当天，这位父亲把小女儿也带
来了，一问原因才知道，父亲就是想
让孩子能见识一下，一位高学历、也
有体面工作的女性是什么样子的。显
然，他们的生活中接触不到那样的文
化，有的只是“乡下人的悲歌”。我
最近在翻译的《寒门子弟读大学》也
有类似的故事，穷孩子的社交面太有
限，即便其中个别幸运的能读到精英
大学，仍无所适从，精英学术空间的
一切都构成了文化震撼，他们的有钱
同学如鱼得水，但他们却寸步难行。
其中讲到的一些学生，总让我想起这
阵子中文网络上的新概念——“小镇
做题家”。说到这里，我想中美之间
在教育和社 会 流 动 上 有 不 少 相 似 之
处，通过翻译这几本书，我最大的
感触就是，我们不能任由精英教育
或者所谓 meritocracy 的话语来绑架我
们的教育制度，这套话语在现实中
变成了胜者通吃，为非常残酷的不
平等来做掩饰，最终为之买单的是
整个社会。美国现在出了很严重的
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这
40 年 来 走 的 就 是 这 个 路 线 ， 富 人 胜
者通吃，政客推特治国，下层社会
的生活秩序几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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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冠狀病毒的影響 美聯航
1 萬 6 千多名員工被迫休假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在美國 COVID-19 大流行期間，
在航空旅行沒有反彈或看不到新的聯邦政府幫助的情況下，美國
聯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 表示將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
（10 月 1 日）解散約 20％的一線員工。在發生 COVID-19 大流
行之前，美聯航約有 9 萬多名員工。
美聯航在給員工的新備忘錄中說，當聯邦救助計劃的工資限
制於 10 月 1 日到期時，美聯航將有 16,370 名員工被迫休假，這
些員工中有 2,850 名飛行員和 6,920 名飛機航班的工作人員。

美聯航高管週三對記者說，這一數字不到該航空公司 7 月休
假預期的一半，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某些接受早期退休或自
願離職的 7,400 名員工，以及不能確定人數的無薪休假員工。
美聯航公司致員工的公開信說：“不幸的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為削減成本，增加債務和採用自願選擇權所做的所有努力還
不足以完全避免非自願休假。”
美聯航的備忘錄稱非自願休假是“令人心痛的”最後手段，
但該航空公司“無法繼續大幅超過我們的飛行計劃的人員配備”

。
一位美聯航高管在與記者的簡報會上說：“我們預計在疫苗
研製和廣泛使用之前，一切不會恢復正常。” 他強調說，航空
公司與白宮和國會一直保持聯繫，延長”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
濟安全法案“ (CARES Act)的工資保護範圍可能會阻止休假，但
新的救助計劃似乎不太可能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