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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知识青年文化理想破碎。
    “四化”：传统价值的空壳化、去政治化、
去道德化、现实化
   “五无”：无权感、无力感、无方向感、无
归宿感、无价值感
      摘要：
      80后是目前中国各代族群中，受教育程度
最高的群体，却又是最没有生存保障和依赖的
群体。
      这一代人的焦虑，既是特殊的也是公共
的。特殊，在于中国社会最为痛苦的转型历史
养育了他们的集体感受；公共则在于，这种焦
虑，不是为这一代人所独有，也不是这一代人
的牢骚所能解决。

       “80后”在前几年曾是一个文学话题，后来又
变成一个经常被谈论的社会—文化话题，似乎80后
的行为是一种与此前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
无论是 80后写作还是80后富豪,只要扣上“80后”这
顶帽子，就具有了格外不同的含义。眼下，80后一
代的集体焦虑，同样格外引人关注。

      所谓80后的集体焦虑，指的是近期以来，网
络、报刊等等媒体，出现了诸多以表达80后生存处
境的尴尬与彷徨为主的帖子或报道。一时之间，我
们看到 80后长大了，到了开始担当各种现实压力的
年龄了。较为优越的生长环境与激烈竞争的生存环

境，构成了80后巨大
的心理落差，也构成
了这一代人“牢
骚”的社 会心理基
础。

      然而，80后的焦
虑感背后，还有极其
深刻的社会与历史原
因。
      在一则名为《史
记·80后传》的网络
名帖中，我们看到这
样的悲叹：“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
免费，不见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 关，
斩六将，本硕相继，寒窗数载，二十六乃成，负债
十万。觅生计，背井离乡，东渡苏浙，南下湖广，
西上志愿，北漂京都，披星戴月，秉烛达旦，十年
无休，蓄 十万。楼市暴涨，无栖处，购房金不足首
付，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遂抑郁成疾，入院
一周，倾其所有，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寻医
保，不合大病之规，拒 付，带病还。友怜之，送三
鹿奶粉，饮之，卒。”

      

这个帖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80后的生存遭遇
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境遇紧密
结合在一起，也就把这一代人的焦虑，变成了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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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不可改，真理不可改，但传讲福音、散布福音的作法可以改；好像水果店依旧卖水果，但包装可以改
良。”
“⋯⋯我们要一同研究新的、科学的作法。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应该改进，也必须进步。究竟我们该怎样进到
校园里，使我们的工作能事半功倍，能作一倍的工作，却有十倍的果效？”《划时代的带领—召会分项事奉
的建立》，第一篇 关于学校福音（一）。

本“福音研讨”乃因应接受福音之对象的变化，传播媒体、传播方式的进步，旨在研究福音对象的现状、发
展和演变，包括居住迁徙、文化教育、思想观念、内外需求等的发展、演变，以及传播方式、方法的研讨、
改进，以向传福音者提供相关资料、讯息参考，以使福音的传扬更有果效、事半功倍。因为神愿意万人得
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提前二4）。欢迎各位传福音者和对福音有负担的圣徒投稿并订阅。

北望神州
80后集体焦虑是社会转型的代价

作者：周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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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焦虑。从这个帖子所描绘的场景来看，80后的
焦虑，恰好是共和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焦虑的一种体
现。

也就是说，80后之所以成为一个被关注的现象，其
中一个原因至少是，这是作为中国社会改革与转型
之产物的一代人，他们的生活遭遇与生存境况，无
形中体现了改革和转型的特殊代价。
年少时期，80后一代人的父母摆脱了“文革”政治
桎梏，以一种浪漫的激情主义精神，憧憬新生活。
80后一代，也就成为凝聚1980年代激情四溢的浪漫
美学冲动的一代。在城市中，这代人被父母培养为
钢琴王子或小提琴公主，赋予其艺术家的心理幻
景。

      199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状况则是乌托
邦政治逐渐熄灭和商品大潮中功利主义，甚至市侩
主义的崛起。这个时期，1980年代知识精英主义的
文 化理想已经破碎，传统红色政治的信念逐渐空壳
化，而校园里面的创业冲动和产业化热情，让处于
成长时期的80后一代不得不重整其青春认同。中国
社会的激烈动 荡的大转变，造就了整体价值生产体
系的去政治化和非道德化。于是，作为一种代价，
80后一代放弃了父辈的激情政治冲动和审美道德规
范。而到了21世纪 初，80后开始走出象牙塔走向柴
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人生。这个时候，现实的压力
纷至沓来，种种改革的不良后果，几乎都由80后这
一代来承担。

      显然，对于80后这一代人来说，其生存环境已
经与其生长环境如此大不同，这就是“社会转
型”。在今天，这种转型的结果就是，社会资源的
格局开始处于 定型期，各种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基本
分化完成，大型资本的社会控制基本趋于固化，社
会所能够创造的“机会”，相对于社会所提供的欲
望来说，少得可怜。于 是，80后突然发现，当他们
走向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利益整合已经趋于完成，
留给他们的已经无多。

      简单地说，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造
成了这一代人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空壳化，从而让
他们失去了焕发强大意志力的社会信念基础；另一
方面，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国强民弱”的状况，
又让80后成为“无权感”的一代。

      显然，这一代人的焦虑，深深植根于历史转型
之后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矛盾纠结之中。“国强民
弱”的反差，造就了刚刚成长起来的80后的悲叹与
牢骚。由于大量大型资本被系统控制，人们不仅不
具有管理资本的有效途径，还常常被资本所左右，
甚至遭遇牺牲个人利益、服从资本的窘境。一方
面，中国政治体制的改 进，生成了不断进步的言说
环境；另一方面，仅仅来自网络和报刊的言说，并
不能改变人们的“无权感”，在这种矛盾的缝隙
下，我们才听到了80后一代人的焦虑 声音。

      在一本叫做《蚁族》的长篇纪实作品中，我们
可以读到这样的一种状况：80后是目前中国各代族
群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却又是最没有生存
保障和依赖的群体。一切应该由或者曾经由国家政
府提供的保障性福利，他们都是只听过没见过；而
一切城市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蚁族、群居”现
象，他们却正在面对。相对而言，他们处在这个社
会比较有发展前途的各类工作位置上——好的如记
者、编辑，较差的如助手、秘书，但是，他们却处
在最没有价值感的历史的路口。
      
      正因如此，不妨说，这一代人的焦虑，既是特
殊的也是公共的。特殊，在于中国社会最为痛苦的
转型历史养育了他们的集体感受；公共则在于，这
种焦虑，不是为这一代人所独有，也不是这一代人
的牢骚所能解决。

来源: 东方早报 (上海)  
2010-03-19 08:21:48  http://money.163.com/
10/0319/08/624H4JDC002534M5.html

重庆西师附中开设了26门选修课，《圣经》是其中之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50名同学各有一本黑皮圣经，听老
师讲述《圣经》故事。这是学校首次将一部宗教经典列为一门课教学，高一年级
共17个班，报名选修《圣经》的50人来自15个班。(中广)

详细报导

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6321345&extra=page%3D1

重庆一高中开圣经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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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动态

 分布一百多国家
中国留学生超过127万冠全球第一

教育部日前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中 国已成世界上最
大的留学生生源国。截至2010年底，以留学身分出国
在外的中国留学人员超过127万人，其中近95万人正
在国外进行各个阶段的学习或从事学术访问。单是
2010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28.5万人，同比
增长超过2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留学人员主要群
体已由以公派出国发展成为目前的自费出国。
详细报导
http://www.canadajoin.com/?action-viewnews-
itemid-30528

机遇与挑战并存   
归留抉择困扰在美留学生

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2009至2010学年度中
国留美学生人数首度超越印度，达12.8万人，成为在
美国际学生最大来源国。与这一消息遥相呼应的是，
每年留美学生归国人数的逐步增加，以及国内高端职
位竞争激烈的现实。
详细报导
http://scholarsupdate.zhongwenlink.com/
news_read.asp?NewsID=4075

留美学生数量排名：
中国（19％），印度（15％），

韩国（10％）

美国2010年11月15日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在美国的中
国留学生数量居于各国之首。
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的年度报告说，2009-2010
学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为12.8万人，比上一
学年增加30%。
中国留学生数量占在美留学的外国学生总数的19%，
领先于其他各国。
紧随其后的是印度与韩国留学生，分别占15%和
10%。
在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人数居全球第一，去年为69.1
万人。过去10年增加了26%。
绝大部分留美外国学生选择商业、管理、工程、体
育、生命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等专业。
详细报导
http://www.bbc.co.uk/zhongwn/simp/world/
2011/11/101115_chinese_abroad.shtml

假留学真打工    
中国人在美国洋插队堪忧

在蒙特利公园市、圣盖博市、阿罕布拉市、罗斯密市
的一些家庭旅馆，均住著假留学生，华人职介业者
说，在 华人较多城市蜗居的假留学生至少数百人。
每天支付旅馆租金约10元，有些人可到餐馆工作，有
人找不到工就待在家庭旅馆上网聊天。对家人报喜不
报忧，谎称一 人一房，还有彩电且衣食无忧，编织
理由向父母要钱。
详细报导
http://scholarsupdate.zhongwenlink.com/
news_read.asp?NewsID=4211

教育经费不断缩水 
美中学狂招中国小留学生

美国许多中学近期以来纷纷从国外招收小留学生，尤
其是亚洲学生。其中中国学生的比重也明显上升。究
其主要原因，原是美国教育经费不断缩水；而条件越
来越好的中国学生恰好有能力也更愿意来美国读中
学。可谓“双赢”。
详细报导
http://news.usqiaobao.com/2011-04/05/
content_805552.htm

美国宣布将放宽留学生签证 
赴美留学有望平民化

 
 1月19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美方在
声明中承诺将继续为中国赴美留学生提供签证便利。
这是继2010年10月门户开放政策后美国留学 的又一
利好消息，是多年来首次在中美联合声明中强调为中
国学生提供签证便利。可见，美国已经高度重视中国
留学市场，扩大在华招生已经被提到一个战略的高 
度。
业界专家预测，2011年的美国申请仍将大热，随着美
元汇率的走低，其趋势将走向平民化、大众化。不过
专家提醒广大学生，越是在这样放宽的背景下，择校
就要越谨慎，尤其要慎防“野鸡大学”。
详细报导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201101/news-
gb2312/1263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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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下载原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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