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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中国三明治
——因梦想而明志

编者按：以前，总认为宗教是一种善加利用心灵使其具有建设性，
像发展人格一样，培养慈悲心和智慧，以便把握爱、愤怒和恐惧这
三大人类的自然情感，让人们从无知自然法则的最原生态滑向一种
快乐、开放、宁静而满足的状态，以至世俗生活中不再因“我”“我
的”“我执”而忧、惧、虑，懂得不确定的世界里唯一确定的是凡事
均有终点。然而慢慢的，突然发现这其实也不过是人生理想和信仰之
一。比如，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着。

编辑 王萍  设计 姜颖  图片 李梓新 沈煜

“三明治一代”（The Sandwich Generation)

这个词发源于美国，形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

年人。可是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三十岁

左右的人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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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达人秀”拉开帷幕的一系列“梦

想秀”节目，“梦想”这个词近两年来火过所

有的网络新晋流行词。梦想和理想一字之差却

差之千里，有人说理想是可实现的梦想，而最

可触摸的理想便是理想的生活。但是，三十岁

上下的中国人——最有实力和资本去实现这一

理想的人群，经常碰到各种各样的压力。

他们试图去坚持实现自己的梦想，却总

有摆在眼前的各种羁绊 ：一边面对日益衰老的

父母，另一边又为下一代的教育而焦虑万分 ；

一方面辛勤工作，还着房贷，供养着家庭，另

一方面又梦想着间隔年旅行或出国留学 ；纠结

于是继续维持朝九晚五的上班日子，还是咬咬

牙跺跺脚去下海创业 ；少之又少的闲暇时光，

混在水军中痛骂毒奶粉、毒胶囊、地沟油的同

时，“残存”的儿时那种奉献与牺牲的豪情在

心中躲躲闪闪的质问自己 ：你还能做点什么？

“年过而立”在传统的中国价值观里，代

表着一种方向性的确定，代表着一定的安稳。

但随着生活选择已经多元化，并不是每个人

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当三明治们到了开始

探寻自己生活方式的时候，面临很多的压力

和阻力，他们甚至觉得无力抵抗。

处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夹心状态，

他们不像 70 年代初生人那样赶上了第一波互

联网热潮，赶上市场草莽时期而在工作上占

据领导位置，或者在创业市场叱咤风云。但

他们相比 85 后一代也有稳定的工作，大多数

通过房贷拥有了在都市里的一席之地。他们

努力工作便可基本过上安稳的生活，但仅仅

是安稳的生活，并不足以让“三明治人”感

到满足。因为，他们其实是第一代思考自己

要过什么生活方式的中国人。

千头万绪，使得“三明治人”深感“亚

历山大”。做过媒体人、公关人，工作七年后，

带着小家庭远赴英国留学，然后又回到上海

的“三明治人”李梓新，萌发了一个念头 ：

做一个同龄人的网站，让大家相互鼓励，抱

团互助，于是便有了“中国三明治”这个网站。   

中国三明治网站上登载了很多故事，尽

管职业不同，背景各异，但他们代表了追随

内心的价值观，并在各种困难和压力下坚持

自己的理想的三明治人。

在这些人里面，有白天做互联网公司晚上

熬夜拍片的导演，有卖掉公司做公益的社会企业

家，有退役后成功创业的女足运动员，有辞去优

厚职位的间隔年旅行者，有公司人兼业余铁人三

项女运动员，有援藏的青年干部。他们没有足够

的名气和财富，他们只是社会默默的组成部分，

但他们都在试图达到自己心中的愿景。

“这是一种相对真实的生活状态，也是一

种有力的感召。以至于连我自己，也辞去了薪

水优厚的财经公关职位，回归自己最喜欢的传

媒行业，并把部分时间用来继续打造“中国三

明治”这个平台”。面对媒体，李梓新如是说。

“对我个人来说，‘中国三明治’也部分

改变了我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之前在伦敦生活

的时候，每天通过微博，看到的大多是负面的

信息。回到国内的最初，听到的也是一片抱怨

之声。而现在，虽然很多问题依旧，但在问题

背后，我看到一批积极寻求变化的年轻人，他

们的创造力和活力，在压力面前坚持的自我探

寻，让我感受到这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所在。

‘中国三明治’创立的最初，只是试图去

描绘一代人当下的生活状态，而现在它已成

为一个生活创新的倡导者和行动者，让挣扎

于梦想和现实之间的“三明治人”多一些勇

气面对生活的多种可能性。

所以，‘三明治’可能是焦虑时代中国

三十岁上下人群的最好描述，也是他们从自

嘲中迸发出的能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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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阳有着典型的“三明治”成长路迹 ：

高中毕业，离开家乡，出省读大学，接着到

一线城市闯荡。但是之后，为了丰盈人生，

她留学英国，一呆就是 7 年。

徐阳学音乐出身，为央视一套的电视剧

作背景音乐，比如“大上海风云”、“拒绝成熟”

等，还为三部中低成本的电影，一部 90 集的

动画片，和一部网络游戏作曲。在伦敦，机

缘巧合，从“音乐人”变成了“电视人”。她

参与创办了 IPCN，这家公司为中国电视市场

引进了“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等知

名电视节目。现在，她是 IPCN 的董事总经理。

Q ：当时辞掉国内的工作，有没有犹豫、

挣扎？

A ：其实，我特别喜欢在北京作曲的工

作，赚钱也可观，每天打交道的人也是演员、

导演，圈里的人。我一度想放弃出国。当时

我妈和我说，你现在这么年轻，不如趁着没

结婚，没孩子出去走走，我想想也是，就出

来了。

Q ：从“中国达人秀”到“中国好声音”，

节目本身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

A：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制作水平”。“制作”

二字包含的领域太广，不仅是拍摄、剪辑的

硬件技术，还有整个故事的 story telling，虽

然不是电视剧，但也要做的有故事可看。每

一期节目就是一个故事，从开始到结束，故

事怎么编排？采用什么讲述方式？还有细节，

比如如何选角？要选择什么个性的导师、评

委？他们几人应怎么搭配？中国是世界上第

45 个引进“the voice”的国家。之前，这些

在其它国家都有其成功或失败的先例。这些

宝贵的实践经验都可以被我们中国的制作团

队拿来直接做参考。

Q：IPCN 的员工大多是“三明治”年龄，

说说大家为“中国好声音”奋战的幕后故事吧。

A ：说个小故事吧。“the voice”在全

球成功后，它的原创公司 ：荷兰 Talpa 公

司的身价也陡增，Talpa 对别国引进“the 

voice”要求很严，态度较硬，一定要保证“the 

voice”全球品牌的统一性，所以在制作过

程中，有太多需要沟通，磨合的地方。当时，

版权方规定必须保证有 6 个月的前期准备时

间，但这么长时间在中国是不现实的。经过

艰苦谈判，我们说服版权方用 2 个月的时间

达到 6 个月的准备效果。我们只能不休息，

通宵达旦工作。2 个月时间很紧张，遇到很

多困难。比如那 4 把导师坐的转椅吧。当时

我们筹备这档节目时，BBC 还没播完它们

的“the voice”，所以英国做椅子的公司没

有时间单独为中国的“the voice”做椅子，

只能等 BBC 的“the voice”做完后，他们

才有空帮我们做椅子，而且需要 6 个星期。

如果按他们的日程，“中国好声音”到 8 月

份也播不了。我们急中生智，买了“英国好

声音”现成的椅子。所以 6 月 3 日，“英国

好声音“结束后，我们立马打磨包装椅子，

直接运到中国。

Q ：你现在每次回国会不会有不适应感？

比如和人打交道，国内的做事风格等。

A ：我这个人很随遇而安，我不会以外

人的角度去看内部的现象。我会站在内部人

的角度来看内部的现象。只是我觉得在国内，

尤其到了“三明治”年龄，人们攀比的心理

较成风气，你会不由自主地想 ：你身边的朋

友都这样了，那样了，你怎么还混成这样？

所以你会觉得心里的压力比较大。但在伦敦

不一样，没有人和你比，比较自由自在。 

引进“中国好声音”的幕后推手：
边走边看路自明了

三明治故事会：

李梓新：
资深媒体人，“中国三明治”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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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娜是一个豪爽的人，带着满族风格

的乐观和热情，她的阅读广度令人赞叹。她

的豪爽还体现在 ：自己最喜欢的品牌名字

NATOO 被抢注了，对方又不肯出让，她居

然注册了一个 FAKE NATOO 品牌坚持做下

来，多好的一种反讽和强大的心理素质啊！

在时装设计领域，张娜无疑是成功的。

她是 FAKE NATOO 品牌创办人 & 设计总监。

她在短短几年间便成为中国时装设计界颇具

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一个独立时装设计师在这个时代：
做计划内的事情

Q: 你为什么会走服装设计师这条路？

A ： 我们家基本上就做两个职业、一个是

艺术一个就是金融。另一方面，从初中开始

妈妈就允许我自己去买衣服、还可以自己做

设计到裁缝铺帮我做，渐渐得我就觉得做服

装设计挺好，也比较现实，所以选了服装设计。

我是个有一年规划、三年规划、五年规划

的人，很清醒。所以大学一毕业我就去了法国读

书、读完书以后去品牌里面从设计师、做到总监。

有一天我知道可以停啦，该做自己的品牌了。

 

Q: 市场喜好和实现自己的想法是否矛

盾，你的选择是？

A ：之前那份工作使我了解了很多，作为

品牌设计总监我必须每年定期去全国各个店巡

视、聊天。我就会了解到北方市场是怎样的、

大连和北京的区别等等、就会知道市场的情况，

自然在设计中就会有一定考量。后来做自己的

品牌的感悟，是要不断挖掘你自己。我没有必

要再过分纠结于这些方面，应该让心更自由。

Q ：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

A: 并不是说你受到那些思潮的影响你就

可以是的，这其实和性格有很大关系。我天

生就特别喜欢料理家、虽然有阿姨但所有的

家务事都是我在处理。对一个人来说，事业

只是他的一部分、生活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我肯定不是女权主义者。

Q: 你朋友圈里都是怎样的人？

A ：以前我特别在乎所谓的物以类聚。后

来有一天我发现我有多么的狭隘、价值观单一。

直到后来跟先生一起去上一个 leadership

的课程，我们误打误撞得进入那个世界。学生

中五花八门的人都有，土大款、家庭妇女、学

生还有很大的企业主，只有我俩是做设计的。

有一次我一个人坐在马路边，抽着烟。

眼前过着一张张脸，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很可

爱、很美，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每个人都

很特别。突然意识到自己很狭隘，太以貌取人，

以圈子取人了。不应该是这样的。

Q: 对下一代设计师有什么寄语吗？

A ：我觉得人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就、做了

多少事受了多少磨难。都是为了磨练你心慧

的成长。如果你的心有所成长，这一切的历

练都值得了。有张剪报小纸条跟了我快 10 年，

来自一个前辈设计师的忠告，我觉得很好也

非常实际，在这儿跟大家分享 ：

寻找到有助于树立信心的榜 ；观察、学

习，不要盲目听从他人的意见，还要积极思考；

千万不要不切实际地空想，要有扎实地基本能

力，更要学会掌控自己的技能与技巧 ；相信自

己的直觉，坚持自己的意志 ；要勇敢接受“改

变”；要用最小的成本，最大的可能性给我们

的客人及媒体留下难忘的印象 ；引发观众们的

某种感觉，或好或坏，但至少会有评价 ；从其

他形式的艺术里吸取灵感，从而使艺术之间互

相促进；紧扣时尚界的脉动，但也要大胆领先；

有所反馈于时尚界的新生代，对他们进行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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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出生的毛晨雨和大部分同龄人看起

来略有不同，他确实有一些“地下电影导演”的

印记，比如衣着简朴，略为不修边幅。而更为独

特的是，他带着一点神秘感。

“我父亲是湖南洞庭湖边上一位巫师。”古

来巫医合一 , 而这位巫医的孩子在学习上是村里

最争气的，1996 年他考上了同济大学混泥土结

构检测专业。

考上同济大学，应该是和建筑行业打一辈

子交道了。然而毛晨雨却没有走上这么一条道路，

反而是慢慢迷上了电影，并执意将电影变成自己

的终生行业。

2012 年初，他有一个新计划，回到湖南岳

阳县老家种田，同时搞一个“稻电影农场”计划。

一方面恢复传统农耕的习俗，另一方面，也将农

耕过程拍成纪录片，也在存放粮食的仓库放电影。

回乡种田的独立电影导演：
做喜欢的事情

Q ：大学四年的生活，有没有使你这个

农村孩子足够城市化了，你对上海的融入有

没有困难？

A ：我觉得大学生活还是桃花源，和社会

差别还是挺大的。一个上海市民基本都是在

想着怎么找到一份良好的工作，然后购买房

产，再进行金融投资。这不是我熟悉的生活。

我们毕业的时候还带着一些理想性，还在弄

文学刊物、诗歌等，还受着一些后 80 年代的

影响。这是我们的尴尬之处。

Q ：其实在电影方面你也算半路出家，

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坚持？

A ：我觉得就是喜欢，真的是喜欢，电

影中间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如果说童年对我

的影响，应该是我的家里人从来不管我去干

什么，这也导致我现在比较麻烦的一点，就

是做事情可以不计后果。我姐姐读的是工科

研究生，她也怀疑过我做电影的条件不成立。

第一，她认为我们家是农民家庭，送我读大

学还欠债，没有资金支持我做电影这么耗钱

的工作 ；第二 ，她看不到我选择的方向在产

业里可能得到的认同。因为我选择的是独立

电影的路径，这是一个很难生存的路径。从

深层方面考虑，我的选择其实是非理性的。

Q ：哪怕都是在做独立电影，现在也很

多人是为了拿到国际上参赛拿奖。对独立电

影本身，你也要把它细分得很纯粹是吧？ 

A ：我认为独立电影自身要做出澄清和梳

理。现在甚至有些商业广告公司也拍一些作

品然后把它转生成为独立电影，因为在中国，

独立电影仿佛变成一种拥有道德优越感的设

计。我并不认为独立电影是一种姿态，我可

能比较狭隘，我觉得真正的中国独立电影是

注意到生存状况，跟某种生存现实有关联的。

因为我是这么走过来的，我身边很多朋友也

在这样坚持着。

Q ：你父母能接受你读了那么多年书，

最后却回来种田吗？乡干部有阻碍过你的工

作吗？

A ：我爸爸一直觉得我是在做电影的，他

们也不觉得我在做什么不恰当的事情。我也

努力让他们觉得做这样的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乡干部也从不干涉，在我家乡岳阳县松源村

我读的大学算是最好的，我姐姐也是重点大

学毕业，他们觉得我们应该代表着文化的高

端所以不会质疑我的工作。

Q ：你是否愿意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去发声？

A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不过我会在我的

博客上持续发表我的文章。

Q ：你觉得在独立电影导演里你算不算

另类，其他人怎么看你？

A ：我的朋友，电影导演张献民的看法是

我像个“巫师”，而很多电影导演想成为大师。

LIFE
生活 +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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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介绍一下“藤井树观影团”组织的

活动？

A ：观影团放的电影是我个人认可的，我

觉得有推荐价值的国产片，这个是我一直坚

持的，至今我只放国产片。打个比方，我们

是只有一个跑道，但这个跑道上跑的人没有

分类也没有分级，只有一个门槛，这个门槛

就是总局的审查。也就是过了审查的所有片

子，新片也好，动作片也好、恐怖片、文艺片，

等等各种类型全部都在一个跑道里面跑。那

我想我有可能的话，去选择一部值得推荐的

国产片。

Q ：放完电影的互动环节是怎样的 ?

A ：我是主持人，我们看完电影后进入

互动环节，“今天我们到场的嘉宾有谁谁谁”，

然后观众都会留下来，我会号召大家都拿出

手机来参与讨论，并把刚才看的这部影片的

感受发到微博上，@ 藤井树小姐，并做好 #

藤井树观影团 # 的标签。然后会把嘉宾请上

来，我先跟嘉宾做大概半个小时的对话，我

们几个人会在台上就这个影片对话，接着会

把最后 20 分钟留给现场观众，有什么问题都

可以问。

藤井树本名盛艳虹 , 因为喜欢岩井俊二的

电影《情书》才给自己取名叫“藤井树”。今

年 33 岁的她觉得自己对三明治状态有很多的体

会 ：1979 年生人，在归属感上是挺模糊的，也

没有像 75 年前的一批人对文革或者理想主义的

记忆，也不像 80 后一样有完全一代新人的感觉。

12 年前，她是第一代互联网勃发时活跃

的网络影评人，12 年下来，当年的一帮朋友

以各自的姿态在更深入地进入电影行业，从

“票友”变成了专业人士，这是藤井树最感到

开心的地方。今年初，她告别了从事 11 年的

媒体行业，在上海唐人电影公司担任副总经

理。旗下艺人有因为《步步惊心》而大红大

紫的林更新、刘诗诗等。

说起身份的转变，藤井树最大的感触是

现在工作的多头和不可控性。“以前做记者，

无非是采访得到和采访不到两种情况，而且

你对两种情况的结局基本都能想象得到。而

现在，有太多的因素叠加起来。

而同时，经历过一场手术的藤井树也感

受到家人的重要性。她觉得 30 岁前的日子就

如向日葵一般灿烂，努力地往外伸，企望尝

试一切新鲜东西 ；过了 30 岁以后，视野和心

相反在慢慢地往回收，而且越来越向家庭靠

拢。现在，没有太多非得要出人头地的占有

欲和企图心。现在她坚持每年带父母和公婆

一起出游，计划这一两年来要一个宝宝。

她在影评界的积累也以一种更有趣的方

式延续，那就是以她命名的“藤井树观影团”。

她不定期举办国产影片的观影会，把导演和

主演拉来做影片上映前的预热，并和影迷互

动。这个纯公益的观影会得到很多人的追捧，

至今已经举办了二十几期。

接下来30年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期：
还原生活本身

当不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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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