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更棒还要好 □王开林

我近来比较多地关注“快手”，虽
然那里的多数内容并没有给我带来
多少知识增量，但开阔了我的视野，
让我看到我生活圈外的另一个世界，
这种“互为主体”的多元价值对于一
个人的思维开放是非常关键的。

有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后，一直
有一种新媒体神话称，人人都有自媒
体，人人都有麦克风，可实际真是如
此吗？正如有评论说：中国十几亿人
口中，高中以上学历的人不足23%，而
其中能以文字清晰表达思想的人，直
到今天，仍不足人群中的万分之一，
很多人实际上仍然是沉默的群体，他
们被排斥在主流传播之外，他们融入
不了大众传播圈，他们的声音和追求
快乐美好的表达没有传播途径。

感谢移动互联网与短视频的技术

突破，使人类第一次，有如此庞大数量
的人群，得以展现自我。这些人展现的
现实世界，有快乐有伤感，有高贵有低
贱，有深刻有无聊，有善良有罪恶，复
杂而丰富，正像《无问西东》所展现的
复杂人性，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在我文
章后留言的网友“MoNo”说：表现他们
的真实，也放大他们的孤独，感谢每一
座孤岛都有大海相拥。

我特别珍视这种“不同社群、不同
利益、不同身份的表达”，总害怕陷入
某种愚蠢的自闭。关注我公号的朋友
能注意到，我每篇文章后面总会收到
很多批评我的声音，这里不是我个人
唱卡拉OK的地方，而是一个让不同观
点摆出来让读者选择的平台，读者的
不同声音有权利在评论中得到展示。

我一直有种警惕，防止自己在某

个圈子中变得越来越愚蠢。前段时间
围观了一场网络掐架，某人在私人朋
友圈发了一句话，引发舆论激烈批
评，很多人都觉得他这种身份这样说
太让人反感了，可那人觉得自己很委
屈，认为自己只不过在私人朋友圈开
了个玩笑，没想外人反应会那么激
烈。之所以有这种圈内-圈外的认知
障碍，关键就在缺乏“他者视角”，陷
入圈子盲区，自以为“私人圈子玩
笑”，却没有意识到圈外人视角。长期
封闭于某个圈子，很容易惯出这种认
知失调和交流障碍。

跳出自己给自己建造的舒适温
暖却可能让自己变得愚蠢的圈子吧。
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尊重人家记录自
己的权利。

(转自《南都周刊》)

理解你看不惯的快乐 □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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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博
物馆成为了与公立图书馆、艺术馆同
等重要的消磨时光的好去处。

去年秋天我抵达美国不久，就在
创立于1830年的波士顿科学博物馆申
办了一张90美元的会员卡，可使用一
年，每次入馆参观除了本人必须到场，
还可以带一名客人。

科学博物馆依查尔斯河而建，有
成百上千种各种类型的参与性游戏和
体验项目，既有日常生活和自然世界
中与科学相关的物品、现象之原理透
视，也有最前沿的科技创新体验。静电
是如何产生的？水力是如何作用的？光
影又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都通过互动
游戏的方式来呈现。科技具有可接近
性、趣味性和游戏性，吸引孩子们主动
参与。更关键的是，很多项目都配置了
志愿者来进行互动和讲解，这些志愿
者既具有专业知识基础，同时又极有
志愿者精神，他们不是来此敷衍式地
应付，而是确实传递着一种探索科学
和技术世界的热情甚至激情。记得有
一次儿子在一个演示电极与发光的展
台前，与一个全程站着的美国老年志
愿者互动长达半小时，我都觉得难为
情了，但老太太仍旧极有耐心地给他
解释，鼓励他拼接组件来体验电光的
产生。

除了科学博物馆常年的科技作
品展示和日常生活中科学原理的演
示，波士顿还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科
技文化活动。记得上个月由麻省理工
学院、哈佛大学、剑桥市政府和科学
博物馆等联合举办了长达一周的第
12届科学节，有一百六十多个项目，
包括机器人、B超原理、显微镜、化学
合成、机械装置艺术等，来自大学、政
府和社会的数百个志愿者通过各种
方式吸引儿童参与和体验科学项目，
有些项目还准备了充分的材料甚至
实验室让孩子们去动手尝试化学材
料的化合原理，各种与科技有关的小
奖品更是让小朋友欢呼雀跃。“科学
节”期间，在剑桥公立图书馆旁，来自
五湖四海的成人带着孩子游历其间，
仿若在一个科学的海洋徜徉，可以任
意挑选感兴趣的项目互动，简直就像
一个科学的嘉年华活动。

有一次，在一个周六中午，我觉
得闷在家里有点无聊，就带孩子到步
行只需十分钟的哈佛自然历史博物
馆看看。之前儿子所在的学校已经组
织去过，但对于比较“宅”的我来说还
是第一次。这个博物馆真让我大开眼
界。馆内展示一万两千多种动植物标
本，包括恐龙、哺乳动物、鸟类的标本
以及稀有矿物和哈佛非常著名的玻
璃植物模型，俗称“玻璃花”。动物学
博物馆毫无疑问是哈佛自然历史博
物馆的重头戏，成百上千种蝴蝶标本
和鸟类标本，让那些热爱观察自然世
界的小朋友惊喜不已，更别说各种区
域的野兽标本了。在恐龙区域，也置
放着数种恐龙的化石或模型，每周还
有专门的志愿者针对观摩的小朋友
及其家长结合绘本和实物，耐心而细
致地讲解自然世界的奥秘。小朋友或
坐或站或躺，没有那么多外在的繁文
缛节，只有对内在好奇心的激发。那
一刻我就在想美国著名作家梭罗能
够写出涉及那么纷繁复杂的博物知
识的《瓦尔登湖》绝非偶然，它跟美国
甚至欧美世界从童年开始的这一整
套基本的公众教育文化和博物理念
应该有莫大的关系。

无论是科学馆和科学节的参与
式体验，还是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的
可接近的博物世界，这些共同构成了
环绕在儿童成长中的智识氛围，有效
地激励着那些逐渐在长成的心智自
由自在地探索人类与世界的未来。这
或许就是科学家、志愿者以及众多为
此付诸努力的人所怀抱的初心吧，而
这初心往往就转化为一部分儿童能
够由此成长并终生致力于科学研究
的第一推动力。

（转自《文汇报》）

第一推动力的奥秘

□唐小兵

为何许多人热衷于励志？答案呼
之欲出，他们想变得更棒，变成人上
人，做更高的官，发更大的财，出更响
的名，最起码，也要读更好的学校，干
更好的职业。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世
间的优质资源有限，你不朝夕励志，
你不奋勇拼搏，就会居于人下，落于
人后，沦为强者的垫脚石和上马镫。

如果机会众多，变现容易，如今
的应试教育又何至于如火如荼？在城
市里，有的孩子刚上初中，家长就倾
巢陪读，高中更不用讲。家长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无不披着励志的迷彩
外衣。他们的逻辑是：只要你现在努
力拿到6A，考上重点高中，然后考上
名牌大学，你的前途就是光明的，你
现在失去的一切，将来都能加倍甚至
十倍百倍地获得补偿。殊不知，由于
大学长年扩招，许多大学毕业生连满
意的工作单位都找不到，连创业的大
门小窗都摸不着，就算顺利入职，要
成家，买车、买房均要贷款，难免压力
山大，当年家长许诺的“超额补偿”依
旧遥遥无期。这种时候，继续励志，恐
怕就是“再而衰，三而竭”了。近年来，

“心灵鸡汤”的书刊不复受人待见，实
在是因为现实更具有侵略性和征服
力。追求更棒的信念裹挟着众人一路

狂奔，直到“超额补偿”愈离愈远，从
依稀可见、隐约可闻到影沉响绝。

大型歌舞影片《马戏之王》讲述
了一个好故事，巴纳姆是裁缝之子，
与富商之女查丽蒂相爱，他许诺给她
最好的生活，除了使自身变得更棒，
他毫无退路，因此励志的调门响遏行
云。尽管查丽蒂只要一家人生活得自
由自在相亲相爱就心满意足了，但他
鼓足了劲要打拼出一片新天地。巴纳
姆组建的马戏团集合了各类奇人和
畸人，演出相当成功，没过多久，他就
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但他并不满足
于“下流粗俗”的定位。他决定豪赌，
押上全部本钱，与“瑞典夜莺”、著名
歌唱家珍妮·琳德合作，走高端大气
的路线。当虚荣心喧宾夺主时，爱情、
亲情和友情就迅速被边缘化了，朴素
的幸福观势必遭到碾压。“瑞典夜莺”
由爱生恨，一怒之下中断了合作，随
后不久，剧院又付之一炬，房产被银
行收走，妻子伤心离去，岂止是祸不
单行，简直就是倒霉透顶。这时候，谁
还能拯救这位贫困潦倒的失意人？倚
靠空洞的励志根本无济于事，依靠荣
辱与共、生死不弃的友情、爱情、亲
情，他才有希望东山再起。

《马戏之王》好就好在它超越了

肤浅的励志层面，达到了更高的觉悟
平台：找回初心并不是重蹈覆辙，更
棒不是最重要的，踏入上流社会的交
际场合也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将友情、爱情、亲情置于人生的核心
地带，从而以满满当当的善意成全他
人，成全自己，这才是一个男人暖心
暖肺的事业，朴实无华的幸福必将如
影随形。

心灵鸡汤色香味俱全，殊不知，
全都是用鸡精和香精勾兑而成的。上
了当，受了骗，泼掉鸡汤无妨，找回初
心，拨正时针和分针，再度出发，尚且
不迟，怕就怕执迷不醒，至死不悟。

可悲的失败者会制造出更可悲
的失败者！这是令天下父母为之一惊
亦为之一凛的警告。何不适可而止，
逆向思考，把子女往更棒的独木桥上
引导甚至驱赶，还不如陪伴他们走向
一座朴素的花园，那里的幸福全由亲
情、友情、爱情的花叶组成。一个被社
会定义为“更棒的人”未必靠谱，但一
个被社会认证为“更本真的人”则不
易跑偏方向。倘若以纯粹的成就感为
计量器来作最终匡算，我坚信，后者
的“盈余”必定胜过前者，须知，这还
没有计入良知流失后的精神损耗。

（转自《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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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的凝视
有一年，巴黎市长到北京来推

广，欢迎大家去巴黎旅游。新闻发布
会上，有一位女记者问：市长先生，现
在很多中国人去巴黎旅游，巴黎到处
都是中国人，请问我怎样才能在巴黎
避开中国游客呢？这个问题让市长先
生很挠头，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一个中国游客到了巴黎，想避开其他
的中国游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
求？这样的需求奇怪吗？

我们可以从一本书中寻找答案。
这本书叫《游客的凝视》，作者是英国
社会学家约翰·厄里。“凝视”作为一

个特定术语，是一
种特殊的观看，
凝视所看到的东
西，不是一种先
天自然存在的单
纯事实，而是被

观看者主观视角所限定的事物。凝视
是一种审视方式，人们透过观念、技
术、期待的滤镜，来凝视周围的世界，
而这一层层滤镜是由社会阶级、性
别、国籍、教育等等因素所造就的。

说到游客的凝视，就是说我们在
看特定的景观时，会受制于个人的经
验和记忆、各种潜在的规则和风格，
还有四处流传的影像和文本等等，它
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凝视的框架，在潜
移默化中指导着我们看什么东西，我
们对旅游的期待就像是电影《盗梦空
间》中的情节一样，是被偷偷植入我
们的潜意识的。

游客是一个天然的身份吗？游客
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在大众旅游业
发展起来之后出现的。当一位游客是
现代经验的一大特色，夸张点的说法
是，它已经变成现代社会身份地位的
标志，也是维持身体健康、培养国际
视野的必要途径。踏进旅游区，就好

像取得了一张门票，跻身消费
社群。但这一切的历史不

过短短100多年。
假期是作为

工作的反面出
现的，那么

旅 游 作
为假期的

一种实现方
式，最重要的
一个目的也
是短暂性地
逃脱围绕着
固定工作而

建立起来的某种稳定的生活方式。简
单说来，人们想从旅游和假期中得到
的东西，往往刚好和日常生活相反，
中产阶级游客想当一天的农夫，中下
阶级的游客呢，则想做一天的富豪。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
道理大体是这样。感受不一样的事
物，遇见他者，是人们对外出旅游的
基本期待，可以说，旅游就是从这种
期待开始的。

而期待和幻想，正是现代消费主
义的两大要素。光是购买、使用、体验，
还无法让消费者满足，人们的满足感
其实是来自内心的期待和幻想。幻想
什么呢？幻想自己追求愉悦的这个过
程。因此，人类花钱消费不全然是基于
物质上的动机，人们真正向往的是亲
身体验自己幻想中的场景。当代消费
主义的核心就是一场求新求变和永不
满足的循环。要将它维持下去，关键就
是要不断地创造人们的期待。

我们可以理解那个女记者的问
题了，她想在巴黎避开中国游客，这
个要求太正常了。她到巴黎是要凝视
这个浪漫之都的，街上都是亲吻的男
女，地铁里的乘客都很有文化，都在
读书，咖啡馆里坐的也都该是法国知
识分子和法国作家啊。结果呢？太多
中国游客去巴黎了，街上到处能碰见
中国人，买完奢侈品，拎着购物袋，坐
在咖啡馆里，看见这样的场景，那位
要凝视巴黎的游客就会出戏，所以，
她提出的问题就是，怎么保证让中国
游客对巴黎的凝视能够进行下去。

（转自《新民周刊》）

□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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