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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贫穷家庭孩子今年考入北京大学，她结
合自己在这个贫穷家庭经历写了一篇题为《感谢
贫穷》的文章，感动了很多人，其中也包括我。

其实，我们这些“跳出龙门”的农村孩子，贫苦
经历是我们的“必修课”和老常态，也是当下依然
生活在贫困家庭孩子以及处在贫困状态下人们的
新常态。

这个孩子面对贫穷的人生态度虽然在我们这
些“老一辈”面前并不新鲜，但是对于年轻人的健
康成长依然具有正能量。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
以正确的态度和方式直面贫穷。况且在我们面前，
贫穷与富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它引出
了一个既老又新的永恒话题：如何面对贫穷。

贫穷是一种社会现象，古今中外都有，表现形
式多元和动态。

谈到贫穷，首先我们要厘清贫穷的根源，那些
因“好吃懒做”导致贫穷的人自然不属于这儿讨论
的范畴。这里讨论的贫穷大致属于三类。

首先是上面述说的生存环境导致的贫穷。我
国西部一些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只凭勤劳善良的
西部农民自身能力无法抗拒这种贫困状态，例如
宁夏西海固地区。国家目前对于这类环境极其恶
劣地区采取“异地搬迁”措施，试图解决因自然环
境恶劣导致的贫穷现象；其次，一些农村家庭因某
些原因导致的贫穷，例如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
当前政府通过“新农合”和低保等措施应对这类贫
穷；第三类是当下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的政府政策

偏差导致的贫穷。
这三类致贫原因不因个人意志而转移，我们

只有面对。作为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只有直面贫
穷，并与父辈一起与贫穷斗争，就像这位考上北京
大学的王心仪表现的那样。

我们始终感恩那些与贫穷顽强拼搏的父辈
们，是他们的努力奋斗，我们才能读书成才，从而
改变我们自己与家庭的命运。我在博文《两个高才
生，求学途中遇贵人》中介绍过考入清华大学和北
京大学的两个贫困家庭学生的故事。

我为什么要感谢贫穷呢？贫穷有什么值得感
谢呢？要说清楚这两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谁也不愿意生来面对贫穷。我想只有我们这
些亲身经历过贫穷，并且经过自己与父辈们的艰
苦奋斗，顽强拼搏战胜贫穷，让自己的家庭和父辈
过上幸福和有尊严生活的人才会有深刻的感悟和
体会。

稍微回顾历史就知道，我们个体一直都在与
贫穷作斗争，只是有的人贫穷状态出现在幼年和
少儿期，有的出现在成年后的某一阶段。即使那些
富裕家庭的生活也不是从天而降，只不过是他们
的后辈们坐享其成。

纵观现今大多数的“成功人士”，他们一般都
曾经在不同时期与贫穷相遇和斗争过，并在这个
过程中成长壮大。

面对贫穷主要有两种选择与结果。顽强拼搏，
艰苦奋斗，往往会得到好的回报。“知识改变命运”

“鲤鱼跳龙门”“寒门出贵子”表达了人们改变贫穷
状态的途径和结果。

另外一种就是怨恨自己贫穷的父辈，叹息自己
“生不逢时”，出生在一个贫穷家庭，不能像那些富裕
家庭孩子那样生来就享受富裕生活。例如有媒体报
道，有的大学新生要求自己贫穷的父母购买数万元
的电子产品才肯去大学报到；有的孩子羞于在同学
面前介绍自己勤劳善良却贫寒的父辈。

这些人不会感谢贫穷，只会憎恶贫穷，更不会
有勇气和智慧与贫穷作斗争。贫穷在这类人心中
只会留下阴影，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绊脚石。

当然，也有一些具有较高教育品质的富裕家
庭孩子，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会理智地选择一些“贫
穷经历”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例如有的来自较
为富足家庭的“北漂”年轻人，通过与贫穷作斗争，
凭自己的勤奋努力在北京站稳了脚跟，过上了丰
衣足食的生活。

贫穷是我们人类成长过程中的“宝贵经历与
财富”；贫穷经历是人格强大的催化剂；贫穷经历
是我们这些老人坐在大树底下，向年轻后辈们讲
那过去故事的珍贵史料。

成长中的年轻人正是将这些战胜贫穷的成功
人士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成长为我国社会和经
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所以，我真心感谢贫穷。从这
个意义上说，只有懂得感恩“贫穷”的人，只有经历
过与贫穷斗争的人，他们的人生才会绚丽多彩。

（http：//blog.sciencenet.cn/u/lqs321）

贫穷能为人生添色彩
刘庆生

（本版主持：温新红）

拼多多，竟然上市了？拼多多，竟然上市了！简
直难以置信。

我对拼多多的印象主要来自微信群。在一些
微信群里，经常会发拼多多砍价的链接，说是帮忙
砍一刀，然后就能以惊人的低价拿到货品。

现在我才知道，就算是超低的价格，商家也能
赚到钱。那就只能说明，拼多多上卖出去的货品，
连这超低的价格都不值。

我有一次拼多多购物的经验。女儿同学在拼
多多上买的指尖陀螺，只要 15 元，可谓物美价廉。
于是，我就想着买就买吧，正好体验一下广告满天
飞的拼多多。拼多多在微信上有小程序，不必再装
App。

我打开小程序，输入指尖陀螺，出来的商品很
多，价格从几块到十几块都有。价格贵的东西质量
不一定好，但是价格太过便宜的，质量一定不好。
于是我从中挑了一个偏贵一点的陀螺，18 元一个，
如果找人拼团的话，可以 15 元一个。于是，我花了
30 元，买了两个陀螺。

拿到之后发现，有个陀螺转起来非常响。过了
些日子，发现另一个陀螺转不动了，早已被扔在女
儿的玩具堆里。

前些天，关于拼多多的各种网文刷屏了。
最触目惊心的是天风证券用爬虫软件做的统计

发现，拼多多近 30 个交易日（截至 7 月 27 日）销售
额排名前 100 名的家电产品，其交易额是 7923 万
元，销售量 13.71 万台，涉嫌假冒品牌的商品 39 个，
该 39 个品牌销售额合计占比 52.82%，销售量占比
63.37%。

而与山寨家电相比，更让人担心的是奶粉。拼
多多上竟然有不到 10 元一罐的奶粉出售，这怎么
可能是真的？10 元一罐面粉还差不多！大头娃娃的
惨剧还在眼前，又有人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吗？

我随意问了几个身边的朋友，我问他们，你们
用过拼多多吗？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他们都回答，
拼多多不都是假货吗，谁会去买？

据说拼多多创始人黄峥说过一句话：“我们的
核心是五环内的人理解不了的。”

是的，不仅五环内的人理解不了，我这个五环
外的人也理解不了。说到底，拼多多的崛起，满足
了低收入人群改善生活的需求。再说得直白一点，
拼多多，是最大限度地满足贫穷人口的需求。

虽然用户大度地接受了 344 元一台的三开门
冰箱“声音太大，就像放了一台发电机一样”，但你
若问他，如果有选择，可以买 1459 元一台的正品，
你愿不愿意？他们肯定会说愿意。

他们肯定不会感谢生活，只能用拼多多购物。
我们应该感谢贫穷吗？当然，但他们中不会有一个
人会回答应该。

南京那个被爷爷和父亲溺亡的 9 岁脑瘫女
童，如果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她也一定不会感
谢贫穷。如果不是因为贫穷，无法承担孩子的疾病
带来的重压，这个惨剧绝对不可能发生。

河北女孩王心仪以 707 分的高分考上北京大
学中文系，她之前写的文章《感谢贫穷》被到处转
载，被很多人叫好，认为是因为贫穷锻炼了王心
仪，贫穷不可怕，精神富有更可贵。

我也为王心仪对待贫穷的态度点赞，更为她
战胜贫穷的勇气和毅力叫好，为她们一家人的坚
强和坚持所感动。她的这篇文章写得极好，表现出
了一个强者的信念和勇气。

对于贫穷，她是一个胜利者，是以胜利者的姿
态来看待这件事情的。就好像在竞技场上，只有胜
利者才会高姿态地说，感谢我的竞争对手，让我极
大地发挥了我的实力。

但，并不是所有贫穷人家的孩子都有这种幸运。
比如前一段时间，也是微信朋友圈转的一篇

文章，中国一个叫郑琼的导演，她跟踪拍摄了农村
孩子、小镇青年和国际大都市少女的人生十年。

其中，农村女孩马百娟，10 岁才上学，16 岁就
辍学嫁给了自己的表哥。同样是贫穷，马百娟不会
感谢贫穷。

记得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到退学创业的故
事，其中把乔布斯作为例子，有人犀利地反驳说，你
知道吗？一百万个退学学生里，才出一个史蒂夫·乔
布斯，知道有多少人变成没有工作的败类吗？

同样，一百万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别说考上北
大清华这种名校，有机会读高中考大学的人就少
之又少了。

就因为分析拼多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买，有人
写文章统计了一下中国教育情况和贫富分化情况，
文章指出，中国只有 5%的人口，每月到手工资高于
5000 元，而只有 3%的人口具备本科以上学历。

可见，有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是不可能考上
大学的。贫困，不仅仅限制了他们的行为，也限制
了他们的思想。

如果王心仪不是有幸出生在“一个普通但对
教育与知识充满执念的家庭”，一家人吃多大苦也
要坚持读书，她也不太可能写下这篇文字。

我想起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没有学费，父亲
去找亲朋借钱，有亲戚直接说，女孩子读书有什么
用？我很感谢我的父母，虽然每学期我的学费都需
要去借，生活费也是捉襟见肘，但那时他们还是咬
牙供我读书。

因为贫穷，我大学毕业还不知道真正的电影
院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贫穷，只要是大风大雨大雪
天，我都会担心得痛哭，怕家里的土房子塌了，父
母亲被压在里面。

王心仪写下这篇《感谢贫穷》，与其说是感谢
生活的苦痛，不如说是她对生活的宣言、战胜苦痛
的决心以及对父母家人的感恩。

正如她在文章中写到的，贫穷可能动摇很多
信念，却让我更加执着地相信知识的力量。

我个人觉得，王心仪的这篇文章是值得推广
的，但并不是因为感谢贫穷，而是因为她面对贫穷
表现出来的难能可贵的品格：不怕困难，目标坚
定，努力付出，坚忍不拔。

因此，王心仪是感谢自己和家人，比贫穷更有
力量，终于战胜了贫穷！

（http：//blog.sciencenet.cn/u/cathyfan）

你会感谢贫穷吗
姻范运年

观点 不尴不尬的非全日制硕士
李明阳

在职硕士的概念，凡是在高校当过硕导的老师
都不陌生。一些学生大学毕业工作若干年了，不管出
于什么目的，想提高一步，在不脱离原来工作岗位的
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到高等院校进行学历提升，毕
业时获得单证（没有学历证书）。

由于入学门槛低、学习过程缺乏质量保证，毕业
论文学术含量低，遭人诟病。2017年，非全日制在职硕
士实行全国统考，彻底改变了在职硕士的培养方式。

纳入全国统考后，在许多高校的非全日制录取
新生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群体：没有工作的应
届生。这些学生通常眼光比较高，报考热门学校、热
门学科的学硕、专硕没有上线或复试被刷，想提升自
己，又不愿意“二战”，于是读了这么个性价比有点不
尴不尬的学位。

按照现有的政策，非全日制专硕学校不负责提
供住宿、不能申请各种奖学金、不发就业派遣证。一
些研究生培养硬件条件不足的院校，甚至规定非全
日制专硕在实验室不能保证座位或机位。

非全日制硕士与全日制硕士相比，优惠条件少
了很多，但学费却比全日制学生高了一大截。而不提

供住宿，外地学生前来读研，仅住宿一项就要增加不
少经济负担。

由于采用周末业余时间授课方式，非全日制专
硕的培养周期，多为 3 年，长于 2 年制专硕。时间、金
钱投入不少、优惠条件没有，但毕业要求却与全日制
要求相同，一样要经历开题、双盲评审、教育部抽查
各个环节。有的学校还有小论文发表要求。

因此非全日制硕士，对于应届生来讲颇有点食
而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味道。而非全日制专硕对于
导师来说，也有点不尴不尬。

非全日制硕士多为名校、热门专业没有考取，被
迫接受调剂到一般院校、冷门专业的学生，跨学校、
跨专业考生比例大，专业思想不稳固、专业基础薄
弱，培养难度大，这是其一。

由于非全日制硕士采用周末授课方式，工作日
空余时间较多，加之学费昂贵、住宿成本高昂，应届
生往往在考取非全日制硕士的同时，会选择一份临
时性工作，这是其二。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给导师带来一系列问题：
在科研绩效标准日益抬升的高校，非全日制专硕不

能集中全部精力到实验室研究，也自然不能为导师
创造绩效。相反，研究生开题、小论文发表、学位论文
写作、送审及答辩，导师却要花费不少心血。

令导师最为担心的是，一些非全日制专硕在外
地打工，到学校学习来往交通、住宿成本较高，加之
工作琐事较多，逃课率、辍学率、延期毕业率较高，给
导师制定培养计划带来诸多困难。

然而，很多事情是无法用名利二字来衡量的，作
为大学教师，应该有更高的情怀。

师生是一个值得珍惜的缘分，看着一个个学生
在自己的指导下学有所成，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过
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何尝不是人间一大幸事呢？尤其
对于调剂到非全日制专硕的应届生，多为学习成绩
较好、志向远大、被逼无奈接受调剂的学生，在研究
生录取过程中已经多多少少受到一次伤害，作为导
师，应该多加关爱。

作为非全日制专硕的应届生，也应该不忘考研
的初心，克服学习、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勤奋进取，以
优异的成绩来为这一新生事物开创一个美好未来。

（http://blog.sciencenet.cn/u/jlrlmylt）

网罗天下

“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
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
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
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
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
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这是一段木心写的歌词，让人久久
回味。从前慢，让当代人能产生反向共
鸣，是源于当代的我们对浮躁的厌烦和
无奈。而这种快速发展带来的浮躁，恰恰
是以前慢节奏的我们追求的目标或向往
的结果。

当代的我们奋斗目标是什么呢？还
不是为了将来过上一个悠闲、舒适的生
活，其实也是“从前慢”的状态，为了避免
重复，姑且叫“将来慢”吧。

记得我在香港读博士的时候，大家
压力都很大。我一哥们天天神神叨叨地
说，赶紧整啊，这要是整不出两篇 SCI 垫
底，觉都睡不踏实啊！话说这是十几年前
的香港高校博士生的状态。

而在十几年前，我们内地的博士、
硕士基本没有扩招，还是“稀有动物”。
那日子滋润、悠闲，是真正的“从前
慢”，关键是没什么论文压力，毕业找
工作也不用发愁。

当我第一次来到香港的时候，一下
子就傻了，教授和学生一个个都很拼命，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气息，让人喘不
过气来。

从来没为了研究熬夜的我，惊奇地
发现很多研究生甚至年轻的助理教授是
从晚上十点左右才开始工作的。而此前
我一般是晚上十点就进入了梦乡。

不知从何时我们内地高校的研究生
也开始紧张起来了，但我知道，当时很多
从内地去香港访问的教授把香港那套习
惯完全拷贝了回来。有一次我去清华大
学一个师兄那里参观他们的实验室，吃
惊地发现整个实验室的布局跟香港一所
高校的实验室几乎一模一样。

无论怎么讲，我们内地的研究生一
旦紧张起来，科研水平还是有明显提高
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至少在论文发表
这块，很多在内地一流实验室的研究生
们的成果丝毫不逊于香港的高校了。

这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十几
年前，别说研究生，很多内地成名的大教
授都以到香港的高校做 RA（Research
Associate）为荣，现在很多“富”起来的年
轻副教授都不愿意去香港受那个罪了。

我们进步了。但进步是有代价的。代
价是什么？除了浮躁还是浮躁。浮躁的后
果相信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

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会浮躁？可以不
浮躁吗？我的观点是很难。

记得我在美国做博士后的时候，认
识几个 tenure track（不升即离制度）助理
教授。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努力的人，
到了美国我才发现，与那些助理教授比
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其中一个华人助理教授，为了写论
文，圣诞放假期间经常是整周地把自己
关在办公室里，年纪轻轻头发都花白了，
有时候带孩子出去，别人都搞不清是爸
爸还是爷爷。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把自己搞得
这么辛苦，他苦笑了一下说，其他人也
都很强，这个 tenure 制度是很要命的，
你不拼命它就要你的命。这个 tenure 的
几年时间里你必须每年发表一定数量
的论文、申请到多少基金，还有教学、指
导学生等。哪项做不好也不行，你说不
拼能行吗？就论文而言，质量固然重要，
数量也是不能少的。

所以在我看来，浮躁在某种程度上
是有正面意义的。

坦率地讲，自从读研究生那天起，到
今天我一直处在一种浮躁的状态中。这
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有时睡不着觉，
做梦总梦到有人在追自己，或追别人追
不上，一下子就醒了。

有时候看看自己十几年前发的文
章，实在有点见不得人的感觉。但再仔细
看一下，又经常很感慨。虽说那时的文章
水平有些不济，甚至漏洞百出，但平心而
论，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其实已经是自
己当时的最高水准，耗尽了所有的内力
才完成的，整个过程仍然是美好的回忆。

浮躁其实反映了一个人的情绪状
态，与你是否严谨并不矛盾。而一个人学
术上严谨与否，我认为主要跟你受过的
训练有关。浮躁说明你内心的躁动，说明
你不满足现状，有进取心的人多多少少
都会浮躁。

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
一样。从前慢也好，将来慢也好，都是美
好的。美好的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
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为之奋斗甚至牺牲
才能实现的。任何对未来的展望终究会
变成回忆。
（http：//blog.sciencenet.cn/u/SY2012）

“从前慢”与“将来慢”
姻王善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