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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存档

少数民族女性口述实录系列

为女大学生打开性别
“心结
心结”
”
——厦门大学先进性别文化进校园侧记
通讯员 巩林

“

女大学生为何就业难？是否担心读博后
成为“第三种人”
？
“白骨精”容易成为“剩女”
吗……
针对时下女大学生关心的问题，福建省
妇联、
厦门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于
近日联合主办了
“先进性别文化进校园”
系列
讲座。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力文希望高校
学生通过系列讲座中主讲教授们的人生经
验，
以及他们的答疑解惑，
将性别平等的理论
转化为发生在身边的人生故事，从而增进大
学生的先进性别意识。
第一讲“女生，你是否知道？——与理
工科女生谈心”的主讲人，现任厦门大学环
境与生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东星，从
一个理科女教授的视角出发，在结合自身经
历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女大学生们分享
了理工科女生成长路上的思考和困惑，剖析
了女性弱势地位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为她们
指点迷津。

在搞科研时，不要想着自
己是女生；在生活中，不要忘
记自己是女生。

”

女大学生：
作为女性群体的一员，
您是如
何克服自身的弱势走向成功的？
袁东星：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莎士
比亚的这句话数百年来依然流传世界各地，
包括托尔斯泰、尼采在内的许多名人都毫不
掩饰对女性的歧视。我们没有选择性别的权
利，
但作为女性，
我们应该对目前女性的弱势
地位做分析，
对其背后的原因做讨论，
为消除
这种现象而努力。
很多女生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定位为“性
别弱势群体”，女性的依赖心理、女性的嫉妒
心理也使她们削弱了自己原有的优势。作为
女性，
我们也应多审视自己在气质、
言行举止
和风度妆容方面存在的不足。

性和同性对自己的尊敬和期望。作为在校女
大学生，
应运用技巧尝试一些体力工作，
培养
自己的创新思维，
抛弃女性惯有的依赖性，
以
女性特有的智慧平衡学习、工作和生活。在
搞科研时，不要想着自己是女生；在生活中，
不要忘记自己是女生。
女大学生：
有人认为
“女生读研是为了更
好地相夫教子”
，
您如何看？
袁东星：
“ 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性别分
工，使女性要承担除生育职能之外更多的家
庭责任。社会在某些方面并没有考虑到这
点，而对其采用同男性一样的苛刻标准。比
如在高校里，女性在教学方面较有优势；但
在科研领域，考核标准相同的情形下，目前
还是男性占优势。
读研是女生在学业方面的进一步深造，
当然，
随着文化知识的增长，
女生自身的素质
也会提高。但这是否会对家庭关系有益还要
取决于其本人和家人的看法，
没有定论。有的
人会认为女研究生具有更高的素养，
会更加宽
容、
理解人，
她的家庭关系也会更加和谐。

女大学生：
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
一方面
是优秀的女性才能有更强的竞争力，但是面
对越来越普遍的“剩女”现象，许多女性又不
敢太优秀，担心读博后成为“第三种人”。许
多在校大学生在规划自己的人生时也会因此
而放弃读博，
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袁东星：对于那些没有执著的科研和学
术目标，
只是纯粹为了读博而读博的女生，
我
女大学生：女性应如何对家庭、爱情、事
希望她们放弃读博，早日能找到一份热爱的
业、
友情做主次排序呢？
工作，从中得到锻炼，成就优秀的自己；而那
袁东星：
其实家庭、
爱情、
事业、
友情都很
些热爱科学、
对学术研究有奉献精神的女性， 重要，只不过对于处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
我支持她们继续求
的人来说有不同的权重，对其排序主要取决
学，但希望她们能
于个人因素和当前的情况。
平衡把握学业和家
有女生问，
就现在支持
“干得好不如嫁得
庭，不要为了学业
好”这一观点的女性人数增多的现象该如何
牺牲家庭幸福。
看待？袁东星回应，正好福建省妇联领导在
女性应当用一
场，回答这个问题再合适不过。福建省妇联
颗平常心直面自己
巡视员陈允萍表示，根据袁教授今天为大家
的优势和劣势，尤
展示的一些数据，高校学生中女生的比例越
其应该自信、自尊、 来越高，这说明女性“学得好”。古今中外在
自律，学会做自己
社会各领域“干得好”的女性也很多，相信能
的管理者，通过自 “干得好”的女性也更容易“嫁得好”，并有智
我认知、自我设计、 慧处理好家庭问题，
希望广大女生既要
“学得
自我实现，赢得异
好”
“
、干得好”
，
也要
“嫁得好”
。
在场女大学生纷纷表示，袁东星教授
的演讲给予她们很大启发，希望通过“先进
袁东星教授在
性别文化进校园”系列讲座帮助自己增进
讲座现场与女大学
先进性别意识，为未来的幸福和成功积累
生亲切交流。
精神资本。
魏玮/摄

在水中，
他们看不见你哭泣

四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七次获得
奥林匹克奖章——两个金奖，
四个银奖，
一
个铜奖的美国游泳运动员阿曼达·比尔德
刚刚出版了她的自传《在水中，
他们看不见
你哭泣》。这个月她开始在各地演讲，
跟观
众交流自己的书和故事。
我看了她的新书的部分章节。在书中
她描述青春期身体成长中的自我形象、父
母离婚后的内心的怀疑、忧郁症以及怎样
在一次次的失败之后重新回到游泳池，寻
找自己、
战胜自己的过程。
阿曼达今年 30 岁，
有一个两岁半的儿
子，丈夫是摄影师。她说她讲自己故事的
真正目的是
“给人们以希望的火把，
给人们
勇气，告诉人们现在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步
骤，
扭转局势，
过他们要过的生活的时刻。
”
阿曼达于1996年第一次参加在美国亚
特兰大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她才
14岁，
还在上高中。在那届奥运会上，
她获
得了一枚金牌和两枚银牌。奥运会之后，
她
开始发育，
游泳的速度减下来了。第二年，
在美国游泳榜百米蛙泳她仅列第 23 名，
二
百米蛙泳仅列第 26 名。报纸舆论一致说，
她太胖了，
她没希望了。
她自己也相信游泳生涯结束了，因为
她的身材长得太快，身体也变得太大。负
面的评论以及自己的成绩也让她失去了
信心。她决定放弃游泳，做一名“普通”的
高中生。做“普通”的高中生，天天上课，
放学回家写作业等等，过了不久她就觉得
这种生活并不那么有趣，因为缺乏挑战，
因为她感到有什么东西不在她的生活里。
她再次回到游泳池，
并不是要夺冠军，
而是内心的声音要她非如此不可。她不再
想那些身外之物，
别人怎样想她之类，
全力
以赴，
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在训练和比赛的
过程中，
每当压力过分的时候，
她就会情不

1987年夏天，
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赴藏采访团来到西藏
山南地区采访，
时任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站首席记者的我和同
伴承担了去错那边防采访的任务。正值雨季山洪暴发，
不幸连
人带车掉进了隆子河。情急之中，
我搭车到前方两公里处的日
当养护段求援，
一位中年妇女当即表态：
“有我们在，
就有你们的
车在！
”
她就是时任日当养护段段长的卓玛。23年过去，
我找到
了已经退休在家的卓玛。面对远方来客，
卓玛的述说出人意外。

袁东星教授在讲课中。魏玮/摄

玫瑰思语

沈睿专栏

口述人：
卓玛
访谈、
整理人：
卢小飞
访谈地点：西藏泽当镇卓玛的家、
泽当饭店
访谈时间：
2010年9月6号

卓玛：
公路曾经是我家

▲

女大学生：您如何看待用人单位歧视女
性问题？
袁东星：
有学者认为，
现行法律对用人单
位歧视女性问题虽有禁令却没有相应罚责，
劳动监察部门缺位以及司法渠道不明，都在
客观上纵容了就业歧视的畅行。所以我们亟
待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承担起应有责任，建
立有效监管机构，
惩戒性别歧视行为，
这样才
能真正建立良好的就业市场机制，保证男女
就业的平等。在科研领域，
据我所知，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出台了“放宽女性申请青年科
学基金的年龄到 40 岁；
女性可以因生育而延
长科研项目结题时间；并逐步增加专家评审
组中的女性成员人数”
等相关规定，
这些都是
缓解女科技工作者弱势地位的有力政策。
另外，我们也需要反思女性自身的问
题。用人单位对女生
“另眼相看”
的重要原因
就是考虑到许多女生抗压能力小、动手操作
能力较弱、求职时个人期望过高，怕吃苦，缺
乏开拓精神，
工作打不开局面等问题。比如，
研究生导师们不太喜欢招收女生也是考虑到
许多女生体力不行，创新思维差，依赖性强，
心胸狭窄，遇到困难就拿“自己是女生”做借
口这些常见的问题。

口述实录

访谈题记

■ 本报记者 吴军华

行·范

阿曼达·比尔德自传封面。
自禁地用刀子切割自己，试图用这种自残
的方式解脱焦虑。阿曼达为很多杂志做模
特。这种工作要求她身材必须完美。瘦，
成了她的另外一个目标，她也为此时时焦
虑，
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
最后，她不得不向职业心理医生求
救。心理医生对她进行了心理和药物治
疗。阿曼达认为，心理医生的治疗是她真
正转变的开始。使她进一步转变的是爱，
是亲人、朋友的爱和她对自己刚刚出生的
儿子的爱。爱使她渐渐明白，生活的真正
目的不是外在的目标，
而是内心的平和。
她讲述自己的故事，说：
“我希望我的
故事能激励和鼓动人们。无论在生活中人
们经历着什么样的困难，你总是有希望生

（作者为旅美学者、
大学教授，
主要著作有《荒原上的芭蕾》
《假装浪漫》等）

活得幸福，生活得健康，生活得成功。”
“过
你所自豪的生活，
早上你睁开眼睛，
你内心
里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地做人做事。
”
我注意到阿曼达首先是因为她的气质
很像我一个已故的好朋友。她很帅气，英
姿飒爽。每次看到她的形象，我都想起我
的早逝的好朋友。要是我的朋友还活着，
要是我的朋友能有今天这样机会，她一定
是一个出色的人。可惜，
她已经走了，
因为
不堪心理的和外在的重负。
这就是现实。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困难，能否坚持梦想，更勇敢，更无
畏，是对每一个人的考验。阿曼达的故事
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世界上更多的人没有
阿曼达的幸运或才能。如果我们只是普通
人，
没有机会成为奥林匹克冠军，
我们能否
过我们想过的生活？
我认为每个女人的内心也需要强大，
为
了过我们想过的生活。我们不能仅仅靠外在
的支持，
不仅仅是社会给我们提供条件，
我们
还需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内心的坚强，
内心
的坚定。相信你自己。当你哭泣的时候，
相
信天还是蓝的，
白云还会在天上飘。
阿曼达为女性作出榜样。我相信这
样的榜样有成千上万。新的进步踩在失
败的阶梯上，新的世界是泪水和汗水争
取来的，阿曼达·比尔德这样对我们说，
但是记住，你在水中哭
泣 的 时 候 ，没 有
人能看得见。

卓玛在家中与记者交谈。王权增/摄
你说的救助女记者采访团这个事，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太多
了，一年四季随时都有。再说，你这事
过去 20 多年了，谁记得住呀！真是想
不起来了。
我们那个日当养护段，
海拔都在四
千多米上下。冬天下雪，车子很难通
过，都是我们用推土机清路，段上的人
都得上去干。夏天出洪水、
陷车这种事
情特别多。我们段过去是红旗之家，
我
们单位过去是大庆式的企业。当时的
口号就是远学大庆，
近学日当。
我老家是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巴
河镇错高乡。我是 1942 年生的。小时
候没上过学，跟父母亲当奴隶，解放以
前家里是“腰布”。比朗生（家奴）还要
差哦。我生的地方叫错旧村，
母巴溪卡
（庄园）。12岁以前我是跟父母在一起，
家里 5 个孩子，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按
照旧西藏的规矩，
父母双方（如果）男方
是家奴，那么生了儿子是奴隶，
（如果）
女方是家奴，
生了女儿是奴隶。我妈妈
是奴隶，
所以我家 5 个孩子里我和姐姐
生下来就是奴隶。12 岁的时候父亲去
世了。我 13 岁开始干活，当了 6 年奴
隶，
一直干到18岁。
1959 年 3 月，解放军工作队进了
村，我亲眼看到他们对老百姓好，自己
的手都烂了还帮我们干活。一次我见
他们杀马，然后煮马肉吃，我好奇地问
他们，
说是没粮食了。解放军不吃老百
姓的东西，
就是要也是用大洋换。工作
队里有个翻译官叫普巴，
是领主家的孩
子，他动员我到内地去学习、工作。当
时听说西藏要修铁路，
铁路上要招列车
服务员，
我一听就动心了。一起报名的
还有同村两个女孩。解放军问我在家
里是做什么的，我说是给领主当奴隶
的，
结果三人中选中了我。我先是在兰
州西北民族学院，
从 1959 年到 1963 年，
近 5 年的文化补习，
学习汉语、
藏文、
数
学等等，
除了音乐课，
我都学得不错。
1964 年，西藏自治区交通厅从我
们这批人里选了 50 名学生，到内蒙古
交通学校学习道路和桥梁的设计。一
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除了数
学的
“Ｘ＋Ｙ”
不行以外，
我在班里都是
学习好、
思想好、
身体好的学生。
1967 年，学校安排我们学习了绘
图、
设计等课程，
1968年，
我们算是完成
了 5 年的学业，
自治区交通厅同意我们
在这年 8 月毕业。我自己知道，
在学习
上比其他同学还是有差距。我和洛桑
欧珠是 1967 年好上的，那时候班里大
部分同学都确定了恋爱关系。洛桑欧
珠跟我说，
卓玛，
我愿意和你过，
就这么
简单。在道班里，我们虽然都是技术
员，
但却要和工人一样干活。早上 8 点
上工，
中午在野外吃饭，
晚上 7 点收工。
任务就是垫路，
哪段坏了修哪儿。当时
说的是在道班锻炼锻炼的，
所以几个月
后我先回到养护段上。1970 年我怀了
老大，段里照顾让我当了仓库保管员。
1974 年，我们两口子都调到日当，他负
责公路设计，
我是技术员。1980年洛桑
欧珠患了肝癌，
当时我们工作环境特别
艰苦，生活条件也很差，发现得肝病就
已经是肝癌晚期了。他走的那天早上
我坐在他的跟前，
一夜都睡不着觉。上
午10点左右他去世，
是1981年。
那时候，
我想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倒
下，孩子都那么小，我得挺住。当时的
社会环境是不讲究迷信的。顿珠局长
征求我的意见，
怎么送葬？他说洛桑是
交通系统公认的优秀工作者，
生前为公
路测量做了许多贡献，
死后应该有个好
的归所，送色拉寺怎么样？见我没吭
气，他马上给日当段打电话，马上派人
派车，
日当书记强巴列确和驾驶员赶来
亲自送到色拉寺，
驾驶员就是我现在的
老公。洛桑欧珠在琼结老家的弟弟次
仁作为亲属陪护，
因为规制里女人是不
能去送葬的。我现在这个老公次仁顿
珠是日当养护段的工人，
我们是在1982
年共事的时候有了感情。他对我死去
的丈夫相当不错，
有时候还开玩笑跟我
说，
洛桑欧珠走了我来当你老公是命里
注定的。他对我特别好，
对孩子们也特
别好，
孩子们也对他亲。

日当那个地方冬天特别冷，
夏天雪
水融化又经常发洪水、
下冰雹。我从亚
堆到错那，一共干过 17 个道班。我这
人就是性格开朗，会说也会唱，工作是
没说的。我能喝酒，
喝不醉。谁都怕跟
我对酒。现在不怎么喝了，因为有痛
风。我和当地驻军的关系也特别好，
每
年都给他们送酥油送土特产，
部队对我
们养护段也好，
给我们送大米送清油。
1984 年，我当了工会主席。1986
年冬天组织上派我到北京去学习《工会
法》，
回来以后不久，
日当养护段和错那
机械化养路队合并，
1987年我当了副工
段长。
1986 年，老大永红在部队当了兵，
部队在洛扎县。1987年中印边境吃紧，
他们部队开到前沿，
这时候我还不知道
他去了边防。我们道班工人认识他，
跟
他招手，
他装不认得。工人们回来告诉
我，永红在错那，都来了七八天了。第
三天我请了假，
正好交通局有个车到错
那，
我就买了烟买了糖搭车去了他们团
部。到那儿跟部队首长一说，
人家就把
永红找来了。
“妈妈你怎么来了？”一见
面他就责问我。他说要打仗了，
所以剃
了个光头。我见他那样心里难过，
非常
担心万一打起仗来我这儿子没了可怎
么着啊！但一想孩子既然来了就得干
好。我跟部队首长说，你们是汉族，来
西藏干什么？还不是为了西藏人民过
上幸福的日子，儿子既然当上了志愿
兵，
就要和大家一样为保卫西藏人民去
光荣上阵。我有三个儿子，
万一老大不
行了，我还有老二老三。部队首长一
听，感动得不得了。说永红妈妈有觉
悟，
有这样工人阶级的妈妈是我们部队
的骄傲。我那会到哪都说自己是工人。
1989 年我就向上级申请退休，当
年就批准了，但是因为工作离不开，真
正退休是在1991年6月份。
我干了一辈子交通，
对山南地区的
交通变化最清楚。西藏和平解放前，
山
南地区没有一寸正规公路，
道路都是马
踏人踩而自然形成的土路。整个交通
全靠人背畜驮，
水上运输仅有沿雅鲁藏
布江几处少量牛皮筏。民（主）改（革）以
后，山南地区逐步修通了泽当到琼结、
措美、觉拉、错那的公路。到我们接手
的时候，经营的都是沙石土路，靠推架
子车养路，整天把小孩背在肩上干活。
每个道班10公里路，
今天这边5公里，
明
天那边 5 公里。家都安在公路上，
公路
的事就是家里的一切。现在西藏交通
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这都是党中央
的政策好，西藏自治区贯彻的好，如今
公路都是几个亿几个亿的往上堆，
国家
有财力呀。过去我们搞养护的只有人
头经费，全是土方法，现在工程自己承
包，多劳多得。我这真不是唱高调，是
发自内心的。你看，这些年，国家先后
投资 20 多个亿，
建成了泽当到错那、
泽
当到桑日、
桑日到曲松、
曲水到浪卡子、
琼结到措美等一批柏油路，
现在山南地
区12个县差不多都通了柏油路，
各地农
村也都实现了公路通畅。和你们当年
去错那采访走的路大不一样吧？
没有党的领导，
旧社会像我们这样
的早就死了。现在我一个月拿 4700 元
的退休费，
老公拿 4300 元的退休费，
生
活丰富多彩，遇到该捐献国家的事情，
我们积极参加。前年四川地震，
我们一
个支部 25 人，每人捐献了 5000 元。现
在西藏交通事业真的是插上翅膀，
可不
是吗！拉萨、日喀则、昌都早就有了机
场，林芝也有了机场，今年连阿里那么
艰苦的条件都通航了。火车也通到了
拉萨，今年我去火车站看了一次，真是
巨变啊！这是改革开放好，社会主义
好，
党的政策好。我们山南还算穷的地
方，那拉萨、林芝、日喀则变化多大啊！
瞧我这个老公，看他那么大的肚子，我
老开他的玩笑，
过去农奴主才有那么大
的肚子啊！他 1991 年调到山南地区群
众艺术馆开车，工作了 9 年，是个老黄
牛。现在眼睛也不行了，
有一次差点病
倒。他这个人呀特别老实，嘴巴严，从
不说三道四，孩子们又都懂事，所以一
家人和和美美，
生活真是逍遥自在。
（作者为中国妇女报原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