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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说

人 的 高 贵 在 于 在 困 境 中 依 然 保 持 操 守 。【一周微言】

我想从器物表现层面来具体谈一下“文化反
哺”，分别以食品、手机和电脑为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越来越多涌入中
国家庭餐桌上的食品的选择中，不仅出现了原
先没有的专供孩子们的那些食品，并且原先在
食物选择上从来都没有发言权的孩子或年轻一
代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我在广州有一次访谈
的时候，碰到一户很有意思的人家，孩子只有
小学五年级，爷爷奶奶带孩子来，爸爸妈妈在
银行工作，爷爷奶奶退休以前都是四川农业大
学的教授。他们说家里怎么吃、吃什么，经常
是孩子说了算。

我就问，为什么是孩子说了算？他们说道理
很简单，孩子看得多。首先，小孩子一看电视，满
眼放光，尤其是吃的，一个一个仔细看；其次孩子
在学校里交换着吃，一吃到好吃的就包起来，带回
家，让家长买。

由此可见，在代际之间，食品知识像其他知识
一样，传承的方向开始发生逆转：从晚辈转向长
辈。这种转向的发生，是因为父代、祖代对儿童食
品的了解，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支配下的食品的某
种意义的认知，时常是从孩子那里获得的。这样
一来，通过尝试各种新食品尤其是西式食品，“使
得晚辈们将他们的长辈拽入到地方社会和跨国主
义交互作用的场景之中”，文化反哺甚至成为年长
一代接触外来文化和现代性的常规途径之一。

最近一二十年间，各种电子产品和耐用消费
品在中国的瞬间涌现，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物
质生活品质，也造就了一波又一波与这些器物本
身及其所负载的文化的流行。

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来看，相关产品的出现和
普及，在中国还直接缔造了现代社会这个电子世
界的迥异两极：一方面是与这个时代同生，因而能
够极其自然娴熟地摆弄各种电器产品的年轻一
代；另一方面是面临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电子产
品时相对“笨拙”的父辈或祖辈。几乎每一种电子
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和每一个家庭，都上演过各种
不同版本的文化反哺的轻喜剧。

这里我们只讨论现在最为普通的沟通工具——
手机。一方面，手机是除了计算机以外最能够表
现代际差异的电子产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手

机的普及过程中实现的“去中心化”，充分体现了
代际间沟通的主导权是如何从上一代“移动”到下
一代手中的。

亲代在手机操作上的“笨拙”直接导致了他们
对子女“控制”的失败。我们在研究中不止一次地
听到父母们说：“给孩子买什么后悔什么”，电视如
此，手机如此，电脑更是如此。不止一户家长告诉
我，最初为孩子添置手机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

“监控”孩子，知道你什么时候在干什么，也能够随
时随地把你叫回来。孩子也是这样说的，说没有
手机我没有办法和家里联系啊。但是，真正有了
手机以后，情况完全两样。你真的想找他的时候，
他关了手机，你问他，他说没电了。并且，因为有
了手机，尤其是手机的短信、微信功能，孩子们建
构起了一个有效的不受长辈干扰的私人空间。不
少父母最初的时候由于不太清楚手机的这些功
能，加上孩子的防范意识和由此创造的内部沟通
语言，导致他们很难“窥探”和介入孩子在手机中
的秘密空间。

我把电脑称作是父母的“滑铁卢”，换句话说，
像拿破仑一样，在这一场战役中父母败得一塌糊
涂。我在北京访谈的时候，认识了这样一家人，母
亲当时在某医院当护士长。该医院当时普及电
脑，用来挂号、诊断、开处方、取药、安排值班、预约
就诊，她所在的病区共有一二十台计算机，因为人
多手杂加上使用不当，计算机软硬件出故障是常
有的事，要护士长来负责处理。

一开始她是找外面电脑维修人员来修，后来
她发现找儿子最靠谱。访谈儿子的时候，这个儿
子对我说：“你不要以为妈妈请我吃必胜客我就
去修电脑只是因为嘴馋，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
不帮助妈妈，没有人能够帮助她。你想她15岁初
中没毕业就去参军，一直当护士，在她成长的那
个年代没有其他的书可以看，你让她快50岁还去
学计算机语言，真的太难为她了，所以我只能挺
身而出。”

这个家庭的故事，一方面说明在计算机的使
用过程中，在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之间确实存在
着“数字鸿沟”；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因为代际间的
绵延性，亲子间的血缘纽带或其他社会关系常常
能够促使沟通顺畅的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彼此借

力，在理解对方的同时，凭借我们所说的“文化反
哺”方式跨越数字鸿沟。

不过，在器物文明的使用和传承方面出现的
这种“代际颠覆”现象，也许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
年长一代老眼昏花和年轻一代心灵手巧，它也和
急速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家庭结构、沟通方式和知
识来源的改变有关。

中国的城市化，带来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
“五普”的时候是1.3亿，“六普”的时候是2.6亿。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认为，地缘是血缘的
投射，他认为血缘最重要，地缘是其次。但是我认
为，实际上在中国可能地缘关系重于血缘关系，因
为现在人们可以流动了，人们对血缘的重视比以
前要降低，这种流动极大地削弱了父辈对个体，尤
其是对年轻一代的控制能力。中国家庭关系出现
代际倾斜或重心下移，还与市场化以及市场化相
关联的各种经济秩序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有关，如
房地产业市场化使得年轻一代获得住房从而脱离
父母自己居住的可能性提高。

“文化反哺”还是中国独有的经验。在其他
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东亚的新兴国家，也存在
着年轻一代超越年长一代的现象，但是没有中国
这么突出。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
陡然改革开放，造成两代人之间这么大的差异。
比如，1977年到2007年这30年间中国大学招生
数量增长了20倍，这意味着有多少家庭现在会面
临着儿女“满腹经纶”，而父母却“一窍不通”的尴
尬局面？

“文化反哺”，大规模地出现在今日中国的整
个社会之中，一方面，它不取决于从业的早晚、领
域的异同，甚至和智商、勤勉无涉，只与代际间的
生存环境在近几十年中的巨大变迁相关；另一方
面，这种亲代不如子代或长辈不如晚辈的现象也
不限于对某类知识的“记问”和理解，以及对某个
专门行业的精通与荒疏，不限于阶级立场或政治
抉择，相反，它几乎涉及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
式和器物文明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我以为，
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理解“文化反哺”
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
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我们先从一个集体拔河的实验说
起。这个实验是由德国心理学家马克
斯·瑞格曼做的，他要求被试者分别在
单独一个人和群体这两种情境下拔
河，并用特殊的仪器来测量他们的拉
力——当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结
果发现，随着被试者群体人数的增加，
每个人使出的力气却减少了。单独一
个人平均出力63公斤；三个人的群体
时，每个人平均出力是53.5公斤；八个
人时就只有31公斤了。

这种共同完成一项任务，人越多
但是每个人出力却越少的现象，便被
称为“社会惰化效应”，也叫“社会懈怠
效应”。

这些人为什么要偷懒呢？心理学
家给出了几种解释：

第一是不公平感，它有两种来源：
一种是安排上的问题，在安排集体完成
同一个任务的时候，没有给每个人公平
合理的分工，每个人会觉得别人比自己
做得少，为了减少这种不公平感，便会
少出力；一种是回报上的问题，人们觉
得自己的回报和付出不符，或者认为自
己和别人做的一样多，但自己拿到的却
比别人少，这种心理上的不平衡感会让
他用偷懒的方式来对抗。

第二是责任分散。大家的身份都
是一样的，都是群体中的个体而已。由
于是由大家一起完成同一个目标，目标
达成了，功劳是大家一起分的，就算多
出一分力也不会多得好处；反之，目标
达不成的话，责任也是一起承担的，就
算自己偷懒，也有别人替我们分担后
果。

避免社会惰化效应，管理者应该做
到这几点：

第一，不仅要树立团队的整体目
标，还要给每个人都定一个目标，明确
每个人的目标就是为了明确每个人的
责任，这样大家才会尽心尽力，不敢掉
以轻心——以前偷偷懒没人知道，但是
现在大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在安排任务的时候要做到公
平公正，安排好符合每个人能力的任
务，也要让每个人得到相应的回报。

第三，既然是一个团队，不是散
兵游勇，在很多事情上就需要相互配
合才能完成。在此过程中，自然少不
了沟通和协作，管理者要重视沟通的
作用，提供交流的机会和条件，让员
工们在互相信任的环境下自由地沟
通交流。

不过，我们也不要对集体产生负面

印象，还有一个现象叫做“社会助长效
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897年，社会心理学家特瑞·普利
特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发现一个人
在单独骑单车的时候是24公里/小时，
如果旁边有人在跑步，他能达到31公
里/小时；当他与其他人比赛骑单车的
话，能达到32.5公里/小时。

据此，特瑞·普利特便提出了社会
助长效应：当个体在进行作业时，如果
有他人在场或者与他人一同进行作业，
那么个体的作业效率就会得到提升，这
一理论也叫社会促进作用。

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奥尔
波特解释了这一促进作用的原因：

第一，当他人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时
候，我们会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表
现，即增强个人被他人评价的意识。

第二，和他人一起工作时，会增加
互相模仿和竞争的动机。

第三，和其他人在一起时，会减少
工作的单调和孤独感，但两者都会造成
心理疲劳。不过如果我们旁边有个人，
在工作之余可以聊聊天、谈谈笑，劳逸
结合，缓解工作的疲劳和压力，工作效
率自然会得到提升。

综上所述，社会助长和社会惰化
不就自相矛盾了吗？心理学家们又设
计了一个实验来弄清楚这一问题，他
们让被试者们在独自一人和群体两种
情境中学习单词配对。配对的单词有
两类，一类是同义词，学习起来非常容
易；另一类是毫无关系的单词，学习起
来非常难。

应该说，在容易的任务中，群体有
明显的社会助长作用；而在困难的任务
上，群体却会带来干扰，成绩反而不如
独自一人时的情况。于是，拉琼克对这
两种效应做出了解释。他认为，他人在
场可以提高人的一般动机水平，增强优
势反应。因为人们更喜欢做简单而熟
悉的任务，所以他人在场时便加强了这
种反应，进而提高了行为效率。但是当
遇到复杂、棘手、生疏的任务时，人们更
容易做错，所以不正确的反应占据优
势，他人在场强化的是不正确的反应，
会妨碍任务的完成。

所以，不能只是单纯地考虑群体
人数这一个因素来安排任务、设置环
境，而是应该综合考虑任务的内容、性
质和难度来安排工作，增强社会助长
效应，避免社会惰化效应，别让“三个
和尚没水喝”。

（作者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谁是在拔河时偷懒的人
□ 包楚婷

古往今来，文化的传
承尤其是物质文化的传
承都是由父及子，由上代
传至下代。不过，近几十
年来，由于迅疾的文化和
社会变迁，这种常见的器
物文明的传承方式发生
了改变，我们所称的“文
化反哺”，即那种由年轻
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
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年
长一代的新的传承方式，
使得传统的代际关系发
生了断裂。原先的教化
者（父母）与被教化者（子
女）关系的颠覆，成了我
们这个特定时代最令人
困惑的叙事议题之一。

理解“文化反哺”的历史意义
□ 周晓虹

语言的焦点有一个小秘密，即人的
潜意识无法处理否定词。

比如考试前，很多父母带着关心
去提醒自己的孩子：“宝贝，今天不要紧
张哦。”但“不要紧张”恰恰引发了孩子
的紧张。正确的做法是让语言专注于
正向意义。比如，家长可以对马上要考
试的孩子说：“宝贝，放轻松哦，我相信
你。”通过这样一句话将孩子的注意力
引到“轻松”上。

这一点并非现代人的发现，早在
《大学》中就有论述。我们知道，《大学》
开篇讲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
明德”这三个字特别有智慧。第一个

“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形容词，“明
德”就是一个人本身拥有的好的品德。
这句话说的是，教育的根本就是把一个
人本来就有的美好品德弘扬出来。

心学的鼻祖、明代的王阳明曾经给
出“致良知”的方法。他说：“我们每个
人的内在都是有良知的，如果你不去召
唤它，它就在我们的体内沉睡。内在的
良知就好像一个在人群里打瞌睡的人
一样，等待着我们去唤醒他，否则他就

一直在体内休眠。”
善用语言可以让人“明明德”“致良

知”；不善用语言的人，则会引发矛盾，甚
至暴力。这就像“黑洞”跟“发光体”，存
在明显区别：前者的语言焦点放在了负
面的地方，很难看到别人做到了什么，只
关注别人没做到什么，极少给予肯定和
鼓励。后者的语言焦点放在了正面的地
方，他们会关注到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
上，从不吝惜肯定和鼓励，并且相信对方
能够做得更好，他们还能在你身上看到
很多你自己都看不到的资源。

只看到“事”、看不到“人”是很多人
的惯性行为，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教
育出来的。把人生的焦点全都放在事
上的人，他的成功是有代价的，他目中
无人，身边自然也就没有人，他的成功
只是一些账面的数字，实际上，他的人
生必定充满了孤独、劳累、凄苦。人在
事先，是人的本能。事在人先，是人的
本事！当我们去讨论人和事的时候，这
一点就是人在事中。

（本文节选自《改变人生的谈话》，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做善用语言的“发光体”
□ 黄启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靖江龙威粮油工业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3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12,578.22万元，本金为
9,248.00万元。债务人位于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该债权由天津聚龙嘉华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天津市邦柱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债务人名下设
备及位于靖江经济开发区新港园区安宁村岳怀埭68号面积为143266㎡的土地使
用权设置抵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次性付
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
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陈燕元、黄莹，联系电话：025-
52680843、025-52680823，电子邮件：chenyanyuan@cinda.com.cn、huangy-
ing1@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挠征询或
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扬州市富平生活用品厂等3户

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3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2,889.00万
元，本金为4,472.75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等地
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
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卜海、黄莹，联系电话：025-
52680822、025-52680823，电子邮件：buhai@cinda.com.cn、huangying1@cinda.
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州监管分局批准，换（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常州中心支公司金坛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242320413001
许可证流水号：0250711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

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
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
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保
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
单；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
从事除水险外所有险种的查勘理赔。

成 立 日 期：2020年01月08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金城南路229号

1号楼628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1年04月07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武进支公司驻常营业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412808
许可证流水号：0250716
业 务 范 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各类人身
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

成 立 日 期：2003年06月30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广电西路

166号铂安国际商务楼7-A座16楼
1601-1603室、1605-1612室，17楼
1701-1703室、1705-1712室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常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1年0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