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蓝思科技上市后股价狂飙，公

司董事长周群飞身家高达

400

多亿元，正

式跃升为中国女首富。 一个打工妹的励

志故事，以“男马云女群飞”的说法流传。

然而，网络上所谓“小三上位”、“挖墙脚”

等传言也甚嚣尘上。 周群飞日前在采访

中回应说：谣言止于智者。那不认识我的

人，听信谣言的人，我解释也没有用，也

没有那个必要性。

从一个打工妹到中国女首富， 应该

说周群飞的奋斗历程， 具备了一个励志

故事的所有元素， 何况这是一个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正需要类似榜样来

追捧。然而，现实却有些诡异，一个“小三

上位” 的绯闻就几乎毁掉这样一个励志

故事， 很多人宁愿选择相信绯闻中的逻

辑，也不愿意相信个人奋斗的逻辑。

与“男马云”成为一代年轻人偶像不

同，“女群飞”似乎受到了不同的待遇。这

可能与马云善于演讲和推销自己、 长期

保持曝光，而周群飞向来低调、显得神秘

有关； 也可能与两人的性别有关———在

一个男权主宰的社会， 一个女人的成功

往往被认为是依附男人的结果。

然而， 女首富的励志故事真是这样

毁掉的吗？答案也许没有这么简单。就拿

马云来说，尽管那句“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一时成为创业语录，然

而还是王石一句话无情地揭露了真相：

当大家都希望成为马云时， 你不知道背

后有多少个牺牲掉的“马云”。

当然， 任何一个社会， 任何一个时

代，都不可能让人人都成为马云，但走向

成功的“马云”与被牺牲掉的“马云”，比

例会有所不同， 即走向成功的机会和阶

层流动机会不同。 如果回顾马云和周群

飞的奋斗历程，就不难发现，他们成长于

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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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后的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

全球一体化浪潮， 处于体制外民营经济

和新兴产业迅速成长的黄金时期。 马云

受惠于互联网产业， 而周群飞受惠于手

机产业———算起来， 做手机玻璃的蓝思

科技的市值， 不过是苹果手机

7000

亿美

元市值的一个零头。 一大批白手起家的

企业家都在这样一个时代崛起。

问题在于， 马云和周群飞成长的过

程， 也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出现固化的

过程。这是为什么“富二代”“贫二代”在

当下成为热词的原因。 阶层公平流动的

通道逐渐变窄， 底层年轻人群的边缘感

受强烈， 觉得通过勤劳和自身努力改变

命运更加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女首富的励志故事，

难以产生励志效应， 因为它缺乏现实中

的标本价值。以至于它越励志，就越难以

被相信， 以至于有的人宁愿用绯闻来代

替其中的励志成分———这更符合他们的

想象， 可能也更符合他们在现实中的观

察。在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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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的祭奠

应有对生命的敬重

□

高亚洲 长沙

“中国大妈”是国人的一面镜子

□

曾茜 成都

自我牺牲式的正能量为何不再动人

核心

提示

短短两天，战火中的

571

名中国公民

成功转移， 中国海军在也门的撤侨行动

引来各方好评， 连挑剔的西方媒体也啧

啧称羡，如此正能量的事件，谁曾想到因

为一个细节，竟引来网友争议不断。

吃的问题总是引人关注。 有撤离人

员称，他们在舰上吃八菜一汤，官兵却吃

咸菜，另一个更详细的报道是，临沂舰的

撤离人员在舰上餐厅吃了晚餐，

6

菜

1

汤：

红烧牛肉、酸菜粉丝、木须肉、土豆片炒

青椒、肉串、鱿鱼圈和紫菜蛋花汤，主食

是饺子、花卷、馒头、米饭。而舰员的晚餐

是：肉罐头、煮南瓜和馒头。而且这样的

伙食，舰员已连吃了

3

天。

如此军民鱼水情， 却让网友们吵翻

了天， 有人质疑中国海军的专业性及后

勤补给能力， 有人斥为艰苦朴素的作秀

式宣传， 也有人认为这么一件好事这么

好的子弟兵不应被批评， 前述网友实属

吹毛求疵。

人心都是肉长的， 在我看来网友不

是批评海军官兵， 反倒是普遍感到心痛

和不平。显而易见的是，公众对于职业军

人的职责要求已经有所变化， 军人的牺

牲只能在战场上， 和平时期要求军人随

时随地自律、谦让甚至自我牺牲，不公正

且无必要。

省下伙食，腾出铺位给同胞，这种职

业军人的纪律性与自我牺牲精神当然可

敬。问题是，这样的“牺牲”真的必须吗，

潍坊舰距上次靠港补给已接近一个月，

因此主副食品库存不多， 而撤离人员又

这么多，但按照

3

个月靠一次港、而且还

有一艘补给舰的条件， 似乎不至于沦落

到吃咸菜的地步。

无论咸菜，还是煮南瓜，不管官兵们

到底吃的什么， 反正与撤离人员的标准

差距之大，直到了网友看不下去的地步，

即便食物匮乏，也可以军民同当吧。让同

胞感到祖国强大、子弟兵温暖，用心固然

是好，但过分殷勤甚至牺牲自我，当事人

也许受宠若惊，旁人看来，却在一定程度

上消解了正能量。

军人以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

己任，但人民的子弟兵恰恰也是人家爸

妈的孩子，也需要相当的充分的职业待

遇 ；军人职业的特殊性还在于 ，他们是

最应该保持力量 、保全自身的人 ，因为

他们肩负的责任比一般人更重、风险也

更大。

2014

年云南鲁甸地震， 一则消息

“重灾区龙头山镇物资缺乏， 官兵用泥

水煮面 ” 引发轩然大波 ， 网友大呼心

痛 ，呼吁救灾官兵要粮草充足 、确保健

康 ，道理很简单 ：救人者越专业 ，被救

者才越安全。

在日常道德中，人人敬岗爱业、恪尽

职守的职业精神已经可贵， 是我们社会

最最需要的正能量。自我牺牲式的道德，

作为个人犹可赞美， 作为职业却是勉为

其难，这么多网友认识到这点，恰恰是中

国社会进步所在。

“中国大妈 ”究竟是个怎样的存

在 ？她们活跃范围遍布全球 ，涉足领

域囊括各大重要行业 ， 几乎无所不

能 ，但她们所受的毁誉 ，也堪可从天

堂到地狱 ，无所不有 。天长日久 ，“中

国大妈 ”就成了一个界限模糊的 “代

名词”。 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个群体作

出正确的释义，但却无法阻止这个模

糊的群体 ， 成为了中国很多重大现

象、重要争议的焦点。人们言必称“中

国大妈”， 甚至因此忽略了其实人数

更多影响更大的其他人。

“中国大妈”其实也没什么与众不

同。最具大妈气质且“享誉”国内外的

代表性事件，就是跳广场舞。但略去那

些由广场舞开始艺术启蒙的 “中国孩

子”和同样在广场上搔首弄姿的“中国

大爷”不算，二十、三十、四十的广场舞

中坚力量真心不少， 且实际表现与大

妈并无二致。所以，当人们围绕着广场

舞的优劣存废唇枪舌剑时， 那些只死

盯住“大妈”进行批判的只言片语，真

不算是抓住了中国广场舞的问题核

心，无解自是必然。

可中国大妈背负的远不止于此。

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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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疯狂， 两市新开户井喷，“中

国大妈”又一次备受关注，甚至有分析

家动则称 “中国大妈注定是牛市的买

单人”，但大妈充其量也就是广大中小

投资者尤其是新股民中的一个小代

表， 拿大妈说事不过是迎合大众的噱

头罢了。

但大众为什么这么热衷谈论“中

国大妈 ”那点事儿呢 ？“中国大妈 ”随

便做啥都容易被关注 ， 甚至被习惯

性地误解为大多数 ， 她们炒楼炒金

炒比特币 ， 她们玩背包玩摄影玩单

反 ，当然 ，她们甚至也组团在

KTV

里

找乐子 ， 甚至成为骗子的目标客户

……原因也大同小异 ： 她们有钱有

闲能折腾 ，但也空虚也无聊 ，也不被

理解甚至骂名无数……有时候 ，你

会觉得 “中国大妈 ”根本不是一个真

实的存在 ， 而是被中国人假想出来

的一个代言人。

就像一面镜子，中国人透过“中国

大妈”， 看到的其实是更多的自己：她

们无知无畏到可爱，粗陋不堪到可恶；

她们欢迎进步热心公益， 但思想简单

言行粗暴； 她们也正经历着传统与现

代文明的激烈碰撞，反应最强烈，但变

化也最大； 她们经常沦为落后文化的

代表， 但华丽转身后又会是最与时俱

进的新兴力量……

“中国大妈” 身负种种复杂矛盾，

其实更多是中国人当下普通存在的挣

扎与困惑。但囿于面子等原因，中国人

终归不习惯撕破脸批判自己，于是“中

国大妈”横空出世，成为人们自我反思

的替代者。因为无所顾忌，这可能会让

反思更加彻底，但久而久之，人们也真

会把“中国大妈”看成是另一个与己无

关的群体， 而忘了反思过后最重要的

自我改变和更新———这， 便成了新的

问题。因此，认清“中国大妈”的真实面

目就变得十分要紧起来。

清明节， 总有一些人没办法回乡

扫墓。有些商家发现了商机，在淘宝上

推出了“代客扫墓”服务，通过网店下

单，可以雇人替你上坟。调查显示，有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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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网友更支持传统的祭扫方式，他

们认为“再忙也要亲自去，对亲人的追

思是他人无法代劳的”。

如果说网上扫墓 ， 显得草率虚

无而诚意阙如 ， 那么代人扫墓似乎

可以弥补这样的缺憾 ，但是 ，依然不

得不说 ，清明时节的祭奠 ，凝结着生

命的敬重 ， 应始终是我们持有的温

度和态度。

它不是对传统礼数在义务上的履

行，也不是年复一年的规定动作，乃是

以一种在场的仪式感， 既为传递对先

人的追思和怀念， 也为感知生命意义

的修炼，于此而言，清明时节，我们需

要一场以“向死而生”的祭奠。

立于先人的坟茔前 ， 于肃穆的

氛围中 ，在充满仪式感的祭奠中 ，或

慎终追远 ， 或缅怀先人 ， 或沉思过

往 ，继而感念生命无常 ，抒怀生命醇

美 ， 都可以是 “为了不曾忘却的纪

念”。一如那些 “回不去故乡的人 ”所

感念的 ， 以逼仄的姿态混迹于拥挤

城市 ，依然不忘回望故乡 ，不仅仅是

为了怀念 ，还为 “更好前行 ”。这或许

是在这个凝重的节日里 ， 最相宜的

人生表情。

何谓“向死而生”？虽源自哲学术

语却可以有诗歌般的释义：“我步入丛

林，因为我希望生活有意义，我希望活

的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

生命的一切都击溃”。诗源于电影《死

亡诗社》，虽然语调黯淡，但却闪耀着

生命的振奋。

清明时节的祭奠， 其实也是对生

命真谛的顿悟， 那就是 “见了太多死

亡，非常珍惜生命，对家人更宽容”，那

就是“觉得生命无常，唯有珍惜后，怀

着温柔的情感表达对生命最高的尊

重”，那就是纵有“回不去的故乡，也要

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