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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慜君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人， 今年

25

岁，

2009

年毕业于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他的家境非常一般， 但凭自己的努力点亮

了未来希望之灯。

杜慜君的老家在安太乡小桑苗寨， 斗鸡是苗族的传统习俗， 这使他从小就喜欢斗鸡。 在大学实习阶段， 他专门到一个斗鸡饲养场学习

了斗鸡驯养技术。 今年

7

月， 杜慜君回乡投入

5

万多元资金， 雇请了一名工人， 建起了一个有着

30

多只斗鸡的斗鸡培育基地， 并在 “中国斗

鸡论坛” 上开设网店， 几个月下来， 已小有名气， 获利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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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库珀：生命庆幸疼痛

■

陆生

有一年在曼哈顿，我与

4

位美国老人一起

度过元旦前夜。 当我们一起观看时代广场的

新年直播时，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们，她们

仰慕的目光， 居然全部眨也不眨地落在一个

39

岁的银发男人身上。 他就是

CNN

的新闻主

播安德森·库珀。

我好奇极了：“为什么啊，那么多主播、主

持人，你们为什么就喜欢他啊？ ”

她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

“他很真实，不像有的主持人在表演。 ”

“他就像邻家男孩，就像你在电梯里随意

可以碰到的一个人。 ”

安德森·库珀出生于

1967

年 ， 身高

1.78

米，深邃的目光，灰白色的头发，美国最畅销

的一本明星杂志《人物》将他评为最性感的男

人之一。

库 珀 的 母 亲 葛 洛 丽 亚·范 德 比 尔 特

（

Gloria Vanderbilt

） 是美国铁路大王的继承

人。 她的家族开创了纽约中央铁路———

20

世

纪美国最庞大的铁路系统之一。 他的母亲多

才多艺，是著名设计师、畅销书作家。 牛仔裤

曾经只是工装裤，为工人以及嬉皮士们穿着，

而她设计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牛仔裤， 糅合

时尚与高贵的元素， 使牛仔裤从此开始风行

于美国各个阶层。

显赫的家世，英俊的长相，成长于曼哈顿

的高尚地带，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上最

让人嫉妒的

25

个人”之一。 他似乎拥有一切，

然而却深深地笼罩在家庭悲剧的阴影中。

1978

年， 身为著名作家的父亲在接受心

脏迂回手术时去世。 那时，库珀

11

岁。 从那一

刻起，那个在温暖的天蓝色泳池里游泳的、曾

经倍受父母宠爱的孩子消失了。 他变得没有

安全感，为了存钱，他为拉尔夫·劳伦和卡文·

克莱恩等时装品牌做模特。

哥哥一直是他童年的领袖。然而，

23

岁的

哥哥，在和女友分手后搬回家中居住，并且在

妈妈的面前从阳台上跳楼自杀。 库珀感受到

的不仅是悲哀，更是愤怒：你怎么可以当着妈

妈的面，一言不发地从楼上跳下去？你怎么可

以留下这个可怕的局面让我应付？

哥哥去世后， 库珀去哥哥的公寓里为他

取出殡的套装。当他坐在出租车里，把衣服放

在膝盖上时， 正听到收音机里主持人说道：

“看看那个富有的

Vanderbilt

家的孩子。 他所

拥有的股份的利息，可能比我一生赚得都多，

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从楼上跳下去。 为什么？ ”

为什么？库珀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一直试

图思考： 是一种怎样的绝望情绪导致哥哥作

出那样的选择， 而那种情绪是不是也潜伏在

黑暗中等待着自己。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想

去一种地方，学会在险恶中生存，让外在的疼

痛抵消内在的痛苦。 战场成为最好的选择。

要成为战地记者，必须从最初级做起。库

珀申请了

ABC

新闻部门的最低级职位， 主要

是复印、接电话。然而，在等待几个月之后，连

面试的机会都没得到。最后，库珀终于在一个

叫做“第一频道”的电视台得到一份校对的工

作。 在做了几个月之后，他决定带着摄像

机，单枪匹马到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去。

这段艰苦卓绝的经历，从此埋葬了那

个在家庭悲剧中无法解脱的富家男孩。

与死亡擦肩而过，不过是寻常事。

1993

年，波黑内战爆发，库珀来到萨拉热窝，刚

刚架起三角架， 正准备对着摄像机说话，

一串子弹袭来。 库珀抓过摄像机，冲进最

近的建筑，一边拍摄，一边解说。 当时的萨

拉热窝，战争进入白热化，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危险的地方”。 刚到萨拉热窝时，库珀

一直穿着防弹衣，即使睡觉时也把它放在

枕头旁边。 然而，几天后，库珀再也不穿它

了。 在一群没有保护措施的波西维亚人

中，他觉得把自己安全地包裹起来是不合

适的。 他希望人们讲出自己的故事，而这

对他们意味着一定的风险。 库珀说：“如果

我自己不冒风险，我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去

这样做。 没有防弹背心，我感到微风吹过

我的胸脯，我感到与别人的亲近，我感到

了与他们同样的恐惧。 ”

波黑内战、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 斯

里兰卡海啸、 伊拉克战争、 尼日尔饥荒，

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的 “卡特里娜” 飓

风 ， 他亲历危机 ， 看到数不清的尸体 ，

看到了太多的恐惧与仇恨。 他以出生入

死的报道改写了电视新闻的同时， 自己

也一步步被战争、 灾难所改变。 他不再

是听着楼下父母开的

party

中传来的钢琴

声， 与哥哥一边打闹一边进入梦乡的男

孩； 不再是深夜纠缠于噩梦间的少年， 荧屏上

的他， 目光坚定， 充满魅力， 赢得无数观众的

热爱。

在这个世界上， 很少有人比库珀看到更多

的冲突与混乱。 以往的主播偶尔会去前线， 然

而， 库珀永远出现在最艰难的时刻， 最艰苦的

地方， 带回了这个世界上不可回避的尖锐对立

与深刻痛苦， 同时在无意间实现了电视传播双

重意义上的转变。

库珀绝不是只会读稿子的主播。 当然，他也

不是全知全能的传统主播。 他认为：“那种传统

意义上的主播概念已经逐渐消失。 那种全知全

能的主持人形象，观众不再接受。 因为我知道，

我作为观众，已不再接受。 我认为你必须做你自

己，你必须是真实的，承认有些是你不知道的，

讨论你所知道的。 ”作为主播的安德森·库珀是

一个另类。他改写了主播的概念。他带着好奇心

与同情心，深入第一线，去探询、挖掘，然后与观

众一起分享，从而改变了人们观看新闻的方式。

库珀说： “我看得越多， 我越需要看。”

2005

年

7

月的一天 ， 库珀在卢旺达度假 ，

很快感到烦闷。 这时， 他在旅馆里听到

BBC

播

出一则简短的新闻： “根据联合国的一则报

告，

350

万尼日尔人民正在忍受饥荒， 其中许

多是儿童。”

他立即给

CNN

打电话，询问自己是否可以

前往报道。 “你为什么想去尼日尔？ ”一名

CNN

的管理层问他。 “为什么你不想去？ ”库珀反问。

“噢，因为我是个正常人。 ”对方笑了。

库珀希望去尼日尔， 因为他想亲眼目睹饥

荒。 他想提醒自己什么是现实，他担心如果自己

太舒服，太自满，将会失去感觉，失去同情。

库珀说： “我可以去看电影， 会朋友， 然

而几天后， 我必须看航班时刻表， 寻找一些事

情， 一些地方， 比如阿富汗的炸弹， 海地的洪

水。” 这种对战地新闻、 灾难新闻的热爱， 几

乎成为库珀的一种本能。 他就像一个捕食者，

在深海里目光闪烁， 寻找血液的气息。

（作者系上海教育电视台副台长）

热点聚焦

善恶之分， 源于家庭教养

小钟是一个高大帅气的大一男生， 前来

接受咨询的原因是父亲已经无法容忍他的无

所事事和顶撞。 父亲经营着国内非常著名的

木瓜品牌， 习惯从南飞到北， 等发现儿子逃

课、 打架、 学习落后的时候， 孩子已读高二

了。 父亲放下自己的生意对儿子开始了全方

位的管教， 才发现儿子的怨恨———以前你不

管我， 现在凭什么管我？ 而当父亲用经济手

段遏制孩子不良行为时， 孩子指责他———你

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 现在我们的关系只能

用钱维系了。 于是， 意气风发的父亲一下子

被内疚、 愤怒、 伤心等各种情绪冲垮， 所有

管教的话哽在喉咙， 不知道如何应对儿子的

质疑。

像小钟父亲这样的人很多 ， 这些父亲

以传统价值观的标准衡量是成功的 ， 但他

们不是儿子的骄傲。 这些被宠坏的孩子用

叛逆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寂寞和不安 。 在

他们的世界中欠缺的不是物质， 而是心与

心的交流。 孩子难过的时候， 被人对待的

方式就是物质的 “堵嘴”， 物质成为表达爱

的唯一方式， 没有感受过爱、 关心的孩子

无法培养感受他人情绪的能力， 慢慢成为

控制别人的霸王。

在优越的背景下 ， 他们习惯了我行我

素， 习惯了别人的追捧， 习惯了被别人讨

好， 习惯了一帆风顺。 毋庸置疑 ， 家庭是

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在父母的教导下孩子

经过挫折才知道什么是坚持， 经过批评才

知道什么是对错， 经过多种评价才知道什

么是自尊。

被宠坏的孩子丧失了独立行走的能力，

他们强大的武器就是自己的父母 。 将自己

的家庭背景挂在嘴边， 用父母的光环装点

自己。 他们不是狐假虎威的狡猾狐狸 ， 而是

森林中胆怯的小精灵 。 久而久之 ， 他们也认

为自己是华丽的、 不可战胜的， 一颗怯懦的、

不安的 、 寂寞的心彻底被掩盖在盔甲之下 。

而内心的恐慌让他们对周围的世界更加地草

木皆兵。

其实， 在生活面前无论你处在何种地位，

需要完成的人生任务都是相同的。 都是在同样

的年龄阶段接受相同的人生任务， 锻炼生活的

能力， 培养作为人的品质。

中国女排骁将魏秋月和惠若琪在这方面

是成功的。 魏秋月的父亲是天津的一位装修

商 ， 生意做得不小 ， 绝对算得上家境殷实 。

而惠若琪更是家境显赫 ， 其父惠飞是国内某

通讯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 ， 并身兼南京马术

协会会长、 南京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等职 。 这

两个本可享受父母宠爱 、 无需为前途担忧的

娇娇女， 如今成了中国女排的顶梁柱 。 因为

从事的是为祖国争光的体育事业， 这两个正

值青春的美少女， 不施脂粉不尚雕琢 ， 平日

只以运动装示人。 作为受人瞩目的家境富裕

的孩子， 她们的事业观让人们看到有希望的

未来。

（作者系仁能达生涯研究中心主任， 职业

咨询师）

温室草木， 更须历经风雨

搜狐开展一项调查： 中国富二代是邪恶

势力还是青年榜样？ 迄今为止的结果是： 只

有

4.35%

的人选择了 “励志有为， 低调进取”

这种评价， 其他的评价都非常的负面， 例如

游离在法律之外、 不务正业、 生活糜烂、 暴

力攻击性， 等等。

但现实生活中还存在无数有为的二代。

美国投资大师巴菲特长子霍华德， 真正想要

的是一座农场， 他长期在美国伊利诺州种植

大豆与玉米。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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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那年卖了祖父给他的股

票， 买了一台推土机， 艰苦地开创了属于自

己的事业。 安德森·库珀是美国出色的记者、

作家以及电视名人， 从

2003

年至今， 他一直

是美国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 曾获

“美国最佳头条新闻奖”。 库珀的父亲是美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名作家， 母亲为美国

铁路大王的继承人， 但库珀从最初的危险职

业战地记者开始， 一步一步地靠着自己的努

力获得成功。

生涯教育的理念中提及社会网络、 社会

支持系统是个人生涯选择的重要一环 。 在学

习、 面试、 工作等各个环节 ， 个体如果有榜

样、 偶像的激励和督促， 有人际网络的推荐，

那么会极大地促进个人的生涯发展进程。 因此

生涯咨询师会提倡个体 “尽可能的让所有的人

都知道你在找工作”， 这样会最大程度地利用

资源。

电影 《蜘蛛侠》 中说到， 你的权利、 占用

的资源越多， 能力越大， 你身上负担的责任也

越大。 生活在父辈打造的王国中， 个体明确自

己价值、 认同自己、 超越心目中的形象更加困

难， 所以很多生活富足的年轻人经过漫长的叛

逆期， 甚至采用极端的方式昭告自己的存在。

而利用高端资源需要具备更高的能力， 这又是

一段艰苦的磨炼过程。

正由于很多家庭富裕的孩子没有承担起这

种磨炼， 于是出现了暴力攻击、 视人命和法律

为无物的 “去人性化” 的现象。

天上掉馅饼， 也要接的好

同样一个问题丢给可能同 样 是

“草根 ” 的你 ， “上天给你一个富爸

爸， 你是否愿意？”

葡萄架下的狐狸因为吃不到架上

的葡萄 ， 于是宣扬说 “这葡萄是酸

的”。 大家对二代们的关注和讨论甚至

指指点点， 让我们嗅到了一股酸葡萄

的味道。 抱怨社会的不公平、 抱怨家

境一般、 抱怨自己没有好爹妈……这

种酸葡萄的气味包含着自己得不到 、

认为不公平的怨气以及希望自己能享

受资源与高待遇的诉求。 有人在抱怨

的同时， 天天睡觉， 日复一日、 年复

一年地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幻想

凭空冒出伯乐或者摩天大楼， 闲时怒

吼两声社会不公。

生涯理论家安妮·罗伊

(Ann Roe)

曾提出生涯发展的公式， 认为个人的

生涯发展的影响因素有

12

个， 其中只

有

3

个是先天的因素 ， 包括家庭的背

景、 种族、 性别， 而其他的

9

个因素则

是后天的， 例如朋友、 机遇、 学习和

教育成就、 气质个性、 兴趣价值观等。

幸运绝非偶然， 自古道理皆是如

此。 刘墉先生的文章 “你想一鸣惊人

吗 ？” 中提到初唐大诗人陈子昂

21

岁

“一日之内， 名满京城” 的故事： 陈子

昂遇见卖琴人， 开价百万， 大家都买

不起， 陈子昂却运来现金， 当场买下。

四周的人问 ： “想必您琴弹得非常

好 。” 陈子昂说 ： “我确实善于此 。”

大家又问能否欣赏。 陈子昂说： “明

天请大家来我家。” 第二天， 大家都到

了， 陈子昂准备了酒肴招待， 捧出琴，

对大家说： “我陈子昂有文章上百卷，

大家不知道， 居然对这区区弹琴的小

技感兴趣。” 说完把琴举起来， 当场砸

碎 ， 并且把上百卷文章分送给大家 。

此后， 陈子昂名闻天下。

后人评论： “故机遇者 ， 非准备

而不得， 得而若失， 失而不得。 子昂

者， 乃备银， 得琴， 得关注； 备诗篇，

得人， 获名。 机遇将致， 或复致， 而

汝之奈何？” 如果你是陈子昂， 有这么

一个机会展示自己， 是否可以拿出上

百篇精品的文章？

诚然， 现在的生活唯一不变的是

变化。 即使在人人称羡的知名外企工作

的员工， 他们也面临不可预知的金融风

暴冲击下的裁员。 现在的世界就像达尔

文进化论中所说的适者生存。

个人生涯发展之路从来都不会一成

不变， 总是充满变数。 有的人知道自己

要到达的地方， 披荆斩棘努力实现自己

的目标； 而有的人虽然不知道自己要选

择什么样的路， 甚至看到前路雾蒙蒙一

片， 无从判断， 但脚下的路却走得无比

踏实， 逢山开山， 逢水架桥， 最终发现

脚下延伸开来一条康庄大道。

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 ， 对生活的

掌控感是幸福感的要素之一。 自己的命

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安心， 当面临问题

时， 自己有能力解决才是最佳的生存状

态。 虽然说 “学好数理化， 不如有个好

爸爸” 不是绝对无理， 但爸爸总有一天

再也帮不了自己， 学习的成就和锻炼的

能力却能伴随终生， 成为打江山的利器。

“西单女孩” 任月丽， 是一位西单地

下通道流浪女歌手。

2008

年网络拍客非我

非非我拍摄其唱的 《天使的翅膀》 视频

被传到网上， 打动了许多人。 “西单女

孩” 由此登上了电视， 参加了央视兔年

春晚为更多的人所熟知， 现在被央视等

主流媒体称为 “百姓歌手”。

“旭日阳刚”， 是一个由流浪歌手组

成的音乐组合， 他们以其质朴无华的演

唱风格红遍了各大视频网站……

对于媒体上宣传的这些 “草根 ” 英

雄， 或许很多人看到之后都会撇嘴， 认

为只是广告而已。 但现实的生活中， 对

生活抱有期待的人和充满抱怨的人会选

择截然不同的道路。 就拿笔者身边咨询

师云芳来说一说。 云芳说爱因斯坦作为

世界级物理学家对心理学充满了好奇 ，

对 心 理学 大师 弗洛 伊 德 充 满 了 憧 憬 ，

“他玩不转心理学所以转而研究物理 ”，

所以在某些方面学习心理学是比爱因斯

坦要聪明的。 并且云芳说自己是 “大器

晚成” 的人， 所以在不确定未来， 感到

焦 虑 和 挫 折 的 时 候 ， 她 总 是 告 诉 自

己———还未到顺利的时候 ， 因为我大器

晚成。 最终，

37

岁的云芳获得了许多咨

询者和专家们的认可， 目前正在准备开

办自己的心理咨询公司。

在大多数年轻人为生活辛苦奔波、 为梦想执著奋斗的

时候，一些人仗着父亲的权势胡作非为，游戏人生；还有一

些人依赖着父辈的成就轻易取得令众人向往的社会地位和

巨额财富。 但，有成功的父辈就有好的未来吗？ 绝非如此。

贫富有冲突， 信念须坚持

近

10

年来， 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

大， 基尼系数已接近

0.5

， 社会底层劳

动者的收入增长严重滞缓， 这是造成

“穷二代” 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 体

制障碍让社会流动机会减少、 流动成

本提高。 例如， 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

的最主要机制， 然而， 由于就业难的

出现， 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向上流

动也越来越难了， 人们普遍感到改变

命运的渠道似乎越来越窄， 以致有些

专家也不由感叹： “寒门难出贵子”。

武汉大学尚重生副教授称 ， “寒

门难出贵子 ” 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

首先， 高考的题目对于农村的孩子不

利； 其次， 寒门学子大多信息面狭隘；

再其次， 寒门学子社会关系匮乏， 不

利于他们的发展。 他提出了担忧： 社

会转型期， 贫富矛盾增多， 不利于社

会安定。 也有很多人质疑 “贵” 字的

含义： “贵” 是金钱的富贵， 还是优

秀品质的可 “贵”？ 毋庸置疑， 美好人

生是建 立在 正 确 价 值 观 基 础 上 的 ，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照样可以激

励奋斗中的寒门子弟。

校园里一些学生认为 ， 学好数理

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北京某高中的

张校长向笔者诉说他的苦恼：“现在的

学生学习状态非常差，原因是大部分学

生家庭条件非常好，身穿名牌，装备最

新的苹果机， 但完全没有学习动机，甚

至对未来生活没有什么期待。 ”

张校长说，

10

年前的孩子努力学

习是为了考个好大学， 考个好大学是

为了找份好工作， 找份好工作是为了

让自己的生活更舒适幸福， 这样的想

法虽有些狭隘， 但学生有成长的动机。

现在的孩子们却认为———我现在的生

活就很舒适了， 以后我可以子承父业，

为什么还要学习？ 实在不行， 爸爸可

以安排我出国……

已在图书出版领域工作

7

年的刘钊

最近因结婚的问题而头疼 ， 女方家

庭要求他在北京能够有套房子 。 众所

周知 ， 在北京 ， 一个工薪阶层的工资

是无法承担一套房子的 ， 大多需要家

庭的经济支持 ， 但小刘的家境非常一

般。 如今很多

80

后的人被社会指责 “啃

老 ”， 但没有 “啃老 ” 的

80

后说 ， 有老

“啃 ” 也是一种幸福 。 有人写道 ： 同学

会上， 最不想听到的是 “最近怎么样”，

意气风发的男生是因为家境富裕， 而脸

色红润的女生是因为嫁得好 。 自己勤勤

恳恳工作只够生活所需 ， 同学会不敢

去 ， 甚至连家都不好意思回 ， 因为家

人对自己有意无意的评价和比较更让

人无地自容 。

可以说，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

满比较的氛围中， 上学的时候家长比较

谁的孩子成绩好， 长大了比工作、 比房

子、 比老公、 比妻子， 我们时刻被各种

名目的 “比” 围绕着。 自己奋斗得来的

光环固然令人钦佩， 但如果天上掉馅饼

也求之不得。 羡慕的眼光和赞美的声音

真是令人陶醉。 传统价值观标榜的成功、

地位 、 金钱仍然在居高临下发挥作用 ，

这种光环的效应在压力增大、 生活节奏

增快的今天更加耀眼醒目， 无论是努力

程度还是压力的承受能力、 心理的调节

能力都需要更高， 不堪重负的人们常用

的应对方式是指责和幻想， 幻想如果我

有个富爸爸……

现为某公司董事长的一位老清华毕

业生说， 现在社会科技发展迅速， 物质

获得极大的丰富， 而人的精神层面却不

能适应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 现在的社

会就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 生理上为成

人， 心理层面上却还是儿童， 依赖与独

立并存， 叛逆与顺从同在。 传统价值观

的影响还深入骨髓， 而新的理念已经铺

天盖地弥漫开来。 就在各种矛盾和冲突

激烈的过渡时期， 心理的不平衡逐渐增

多， 甚至出现心理疾病， 但也有越来越

多的人在探索发自内心的声音———什么

是我看重的、 我要的幸福是什么……

有

蹝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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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有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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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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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的不是努力， 不是品质， 而是家庭的背景、 父母的职业、 提供的

机会……中国人一向以吃苦耐劳为传统美德， 但如今在一些人眼里， 吃

苦耐劳似乎成了笨拙的代名词， 无房无车是寒酸的标志———这究竟是怎

么回事？

婴儿呱呱落地， 没得选择的是性别、 种族和家庭背景， 而长大的过

程中我们可以选择的是人生目标、 交什么样的朋友、 如何利用机遇、 培

养什么样的技能…… “富不过三代， 穷只穷懒人。” 虽然社会上没有绝

对的公平， 但机遇确实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如果相比普通人来说拥有更多的资源， 成功的几率的确会更大。 但成功

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是适合每一个人的成功

准则。

无论怎样， “富二代”、 “官二代”、 “草根” 只不过是有心之人创造的

词汇， 我们终究不能完全抹杀那些继承人的积极的一面， 因为他们当中不乏

传承了上辈人优良传统的有志之士。

。。。。。。。。。。。。。。。。。。。

名人生涯

农家子弟斗鸡“斗”出生意

家世显赫， 智商超群的安德森·库珀本可以成为令人羡慕的家族企业的继承人， 但他

选择了时刻与战争、 贫穷、 灾难相伴的职业……他时刻提醒自己什么是现实， 他担心如果

自己太舒服， 太自满， 将会失去感觉， 失去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