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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等于“30明志”
“他们夹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夹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夹在上司和下属之间，夹在都市与家乡之间，夹在自己与自己的

挣扎之间，像极了一只三明治……”“三明治一代”这个舶来词，原本指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但在急剧变化的

中国社会，30岁左右的人群已经提前陷入了这种夹层状态之中。他们需要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记着｜吴春艳    摄影｜杨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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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影响力的第二次扩张，是从虚拟世界走到

了线下。透过会员们的热情，创始人李梓新隐

约意识到了“中国三明治”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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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来，33 岁的李梓新是

个能折腾的人。

人大毕业后，他没回潮州老家，

先后在北京、上海、伦敦几座城市

漂了几年。一圈下来，他已过而立

之年，结了婚，生了子。末了，他还

是拖家带口回到上海定居。出国进

修后，以前一直做媒体的他拿过几

年金融业的高薪，如今，他重返清

贫而自由的媒体人行列。

在当事人看来，这条看似归于

原点的生命轨迹更像是一种生活方

式的自我探寻。“我认为后奥运时代

的中国已经走过了一个分水岭，所

以当下应该更关注中国。”李梓新

如此解释回国原因。至于生活的现

实层面——码字赚钱的压力依旧存

在，对于回归媒体，他不后悔放弃

高薪，除了满足自己的新闻理想外，

自由的工作状态也足够供养他的第

二种生活—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

“中国三明治”网站的发起人。

群体的断代史

“三明治一代”（The Sandwich 
Generation) 是个舶来词，简单说

来，就是指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

可按照李梓新的观点，这个外

来词汇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中国式

语境—“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

30 岁左右的人群无论从人生阶段

到时代特征，都典型地陷入了这种

夹层状态之中。他们夹在现实与理

想之间，夹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夹

在上司和下属之间，夹在都市与家

乡之间，夹在自己与自己的挣扎之

间，像极了一只三明治……”在一

篇写给媒体的稿件里，他曾这样去

诠释。

就这样，冲着“抱团互助”的

集体温暖感，这位归国游子兴起了

一个念头—“做一个给同龄人的

网站”，而这也正是“中国三明治”

诞生的直接缘由。

就经验层面而言，李梓新的这

个举动不算意外。刚入职场时，他

就将大把的业余时间用来琢磨如何

搭建网站。2007 年 5月 21日，他

的首个网站 iColumn 爱专栏正式

上线。那时候，他的作品多少带着

点行为艺术的距离感，因为分享的

是“全球化一代中国人的集体母语

写作”。

这种距离感的隔阂显然没有呈

现在“中国三明治”案例中。在微

博新型营销的推波助澜下，源自个

人感受的“三明治”定位迅速引发

了大批同龄人的共鸣，而以电子杂

志方式呈现的“中国三明治”网站

也迎来了点击率的增长。“最初的一

个阶段，我们做了一些三明治会员

的访谈，尽管篇幅冗长，但还是有

不少网友耐着性子看完了。记得写

西乔的那篇，当天的点击率就有好

几万。”这位网站发起人回忆道。

尽管没有丝毫预期，网站影响

力的第二次扩张还是突破了虚拟世

界的边界，走到了线下。去年 10月，

在公益活动“一个鸡蛋的暴走”中，

“中国三明治”首次扯起了大旗，却

募得了数目庞大的善款，而许多早

已相熟的“三明治”也终于谋得了

彼此的庐山真面目。打那以后，养老、

育儿、MBA 各类符合“三明治”口

味的线下活动便活跃了起来，而李

梓新的空闲时间也被迅速地填满。

“每次活动，我们都会准备 50人左

右的场地。可实际上，50人的名额

总是很容易就满了。”通过会员们的

热情，这位创始人隐约意识到了 “中

国三明治”的号召力。

今年 8月，在 FT 中文网站的

邀约下，李梓新首次以网站创始人

的身份写下了一篇特稿《我们“中国

三明治”一代》。尽管早已习惯了码

字，这位资深媒体人还是将这篇文

章的发表视作另一个里程碑，因为

“权威媒体已经将我们当作一种文

化现象来看待了”。

至于网站的未来，李梓新直言

没有太大的野心。“哪怕成为我们这

些人的断代史也可以”，他说道，“之

所以是断代史，因为我们这一代注

定要走过 30 岁，进入 40 岁、50 岁。

可哪怕我们停留在这个心境里只有

10 年，我把这个 10 年记录下来也

很宝贵。我相信，这不仅仅是记录

个人的心境，也是记录群体的历

史。”

30岁人的新圈子

除了李梓新，同样站在“中国

三明治”幕后核心的，还有几位典

型的“三明治”。

何之是，多重身份的创业者，

一个棒球好手，也是一位虔诚的基

督徒，以及众人口中“能量极大、

人缘极好”的活动家。用李梓新的

话来说，熟谙各式运动项目的他是

充分发挥了“体育号召力和个人魅

力”。作为暴走活动时的队长兼主

力，他还主持了“中国三明治”的

不少线下体育活动。就某种程度而

言，这位核心人物正是以最身体力

行的方式将 “中国三明治”带向积

极、健康的生活面。

周欣华，某公司 CFO，标准的

“白骨精”。在网站的个人介绍中，

她这样写道：“在新疆长大，在上

海生活，在美国游荡，最后仍旧选

择回到热热闹闹的中国。”实际上，

除了生活轨迹的跳跃，握有沃顿商

学院 MBA文凭的她也有着极其跳

跃乃至传奇的职场经历。从世界

500 强，到华尔街投行，再回到“惊

喜与惊吓皆有”的民营企业，她的

履历颇具现实版杜拉拉的教科书意

味。身为网站副主编和“个人规划”

板块的支持人，她主持的第一期沙

龙以 MBA 为主题，直接戳中会员

们的心头困惑。

无论是主编李梓新，还是上述

两位副主编，几乎每一位“中国三

明治”核心成员的身上都闪耀着一

点或几点足以引发共鸣的“三明治”

特质，把各路相似又不相同的 30 岁

人群吸引在身边。或重叠，或分离，

就这样形成了属于 30 岁人群的人际

新圈子。

乍一看，“中国三明治”所营造

的人际新圈子有着豆瓣兴趣小组的

影子，可细细想来，价值观的趋同

却是进入这个圈子的独特通行证。

“我们突破了原有同学、同事、老乡

的传统人际关系，引入了价值观的

创新标准。这是一个小小的尝试，

中国现在像一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抢着
快干快上的样子，现
在的中国谁都不知道
10年后是一个什么
样子。这种未知感自
然会带来不安全感。

李梓新

今年 8月，在 FT 中文网站的邀

约下，李梓新首次以网站创始

人的身份写下了一篇特稿《我们

“中国三明治”一代》。

除了李梓新，同样站在“中国三

明治”幕后核心的，还有几位

典型的“三明治”。他们把各路

相似又不相同的 30岁人群吸引

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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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目前我们所影响到的人群里

表现出了成功之处。至于这个模式

该如何继续，我相信，这个社会每

天在高速运转，这个模式也能激发

出新的生命力。”李梓新这样告诉

记者。

低成本的生活创新

“中国三明治”究竟能带来什

么？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的答案不

一而足。

因为跳级念书，85后的小宋比

同龄人早几年出道，也自称提前进

入了“三明治”的夹缝状态。偶然

参加了公益暴走后，他对“中国三

明治”的各色线下活动就上了心。“没

有‘三明治’的话，我就是一直生

活在以前的人际圈子里。即便是拓

展关系，也是靠工作，总觉得有些

虚假的成分。在这里，大家是因为

一个类似的价值观而走到一起，不

会牵扯太多现实利益，交流起来也

比较真诚。”这位从事房地产业的

小伙子告诉记者，这种感觉像是“找

到另外一条生活的线索”。

对于 28 岁的小赵而言，“中国

三明治”带来的惊喜，就是遇到一

群和自己一样对生活抱有极大热情

和想法的人。“遇到‘三明治’的时候，

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会有人

理解你。很多事情都不需要解释

了。”这位建筑规划师坦言，上述

这句出处不明的网站留言正是说出

了她的心里话。

相比起来，服装设计师小丁的

收获更具现实意义。从日本留学归

来的她现供职于一家服装公司，可

创立自己的品牌却是从未动摇的梦

想。“我想要做个有常识的创业者，”

这个留着利落短发的姑娘告诉记

者，“通过人群的互访，我可以找到

自己想要的答案。‘三明治’里的创

业者很多，对我有很多借鉴意义。”

出生于 1989 年的小潘是目前

最年轻的“三明治”会员，也是组

织里的资料整理员兼线下活动志愿

者。实际上，这个刚步入社会的新

鲜人有着一颗异常成熟的公益心，

自从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他就

持续性地参与学校组织的支教活

动，以自己的方式贡献能量。而“中

国三明治”的 NGO 性质，让他找

到了另一个传递正能量的平台。“参

与‘三明治’后，我慢慢意识到，

公益不只是捐钱或支教，也有各种

不同的议题和形式。”这位土生土

长的上海小伙子说，他希望将来能

够从事关注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的公

益活动。

除了每个人心中的哈姆雷特，

在最新发布的官方微博上，还有这

么一段阐释“三明治”精神的话：

“‘志’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中

国三明治’的使命，就是帮助这个

阶段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

式—‘三明治’等于‘30 明志’。”

有意思的是，几乎与改革开放

同龄的“三明治”们并不急于鼓励

骤变。通过一种近乎温柔的语调，

他们表达了一种叫做“低成本生活

创新”的倾向。“到了 30 岁之后，

容易迷茫一点，想要做些改变，而

周遭的压力又可能使你放弃了。我

们觉得不一定非要放弃，也不一定

非要摧毁，你可以通过认识更多朋

友，体验更多的经历，来重新审视

你的决定，来追寻你想要的东西。”

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李梓新坦

言，“中国三明治”现象关乎到整个

社会发展的心态：“中国现在像一

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抢着快干快

上的样子，但人家的社会就是

四五十岁，哪怕里面的年轻人也会

淡定点。他们知道以后 10 年甚至

20 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可现在的

中国谁都不知道 10 年后是一个什

么样子，这种未知感自然会带来不

安全感。”

基于这种不安全感的社会普遍

性，“三明治”的存在也多了一层社

会公益的色彩。“‘三明治’就是为

大家在选择改变之前，提供一些机

会，分享一些经验，结识一些朋友，

甚至得到一些帮助。这也算是对于

这个人群的公益吧。公益不仅仅是

关注贫困山区的小孩，帮助即将成

为这个社会主流的人群，应该也是

一种公益。我觉得这对于社会的帮

助会更加直接。”网站创始人告诉

我们。

作为一枚个体“三明治”，李梓

新始终摆脱不了来自现实世界的各

种压力。就在此次采访后，“中国三

明治”遭遇了诞生以来的首次黑客

入侵，近一年半来的资料数据几乎

付诸东流。截至发稿前，该网站的

页 面 上 依 旧 挂 着“We will be 
back”的字样。无论对于网站核心

成员，还是普通“三明治”，这都是

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

可 30 岁的人生依旧前路漫漫。

李梓新和朋友们决定，干脆推倒废

墟，重建长城。“人生有很多个长

假要放，放得下，随时回得来，这

是我们对人生挫折应有的态度。”

在写给不知情人的微博长留言里，

他以这样一句，作为结尾。

‘志’其实是一种生
活方式，而‘中国三
明治’的使命，就是
帮助这个阶段的人
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
方式。

如今，养老、育儿、MBA等各类符合“三明治”

口味的线下活动相当活跃。不同于原有同学、

同事、老乡的传统人际关系，价值观的趋同是

进入这个圈子的独特通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