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天朋友圈里“摆摊”一词突然热了起来，各种段子、各种图

片、各种新闻、各种话题，以及各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去摆摊的姿

态，仿佛迎来了一个全民摆摊的浪潮——大众创业万众摆摊。不需要

早九晚五的上班，也没有老板的约束，后浪没有奔涌，摆摊先奔涌起

来了，甚至知名互联网公司都在路边摆摊招聘了，好一派烟火气。真

是这样吗？千万别被朋友圈里作为话题的摆摊浪潮给忽悠了，自媒体

太多、摊位太少、话题不够炒，多数人只是当成一个话题在闲扯罢了，

摆摊没那么奔涌，不要觉得大街将被摊位所占领。

不是为生活所迫，谁愿意起早贪黑去路边冒着日晒雨淋摆摊？这

是辛苦活儿，是生存需要，不是可以用来晒的工作。那些真需要摆摊

谋生的，哪有心思矫情，哪有时间闲扯，二话不说，早就拿起家伙到路

边找摊位去了，不管生意好坏都得守着，没有生意就没有收入。在朋

友圈里，这只是一个社交话题，一个传播景观，在车水马龙尘土飞扬

挥洒汗水的路边，那才是真的生活。你看路边那些真的商贩，引车卖

浆、贩水果卖袜子、夜市里烧烤的，能有几个闲心到朋友圈里去聊摆

摊话题的？话题爆热，摆摊无声。

有人说，之所以宁愿打工挣三千元，都不愿摆摊挣三万，就是克

服不了摆摊时仰视别人的心理障碍。能在朋友圈轻松聊“摆摊”的人，

大多不用真去路边摆摊。互联网不仅是一种社交工具，也是一种赋权

和变现渠道，掌握了这种渠道的人，多可以不用到路上摆摊了，而能

在云端网店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用户，或者让用户找到自己。不用扯着

嗓子大声吆喝，不必看天吃饭，而是在网店摆摊、在朋友圈带货，货放

在线上，等需要的人在线上去下单，然后借助现代物流送到用户手

上。也就是说，借助现代技术，传统的摆摊已经实现升级，掌握着技术

和流量资本的人，已经把摊位摆到了云端，让生意摆脱了线下环境的

约束。

但总有一部分人，他们没有搭上互联网的快车，被甩在了浪潮的

后面。他们不会借助互联网这个渠道去销售自己的东西，或者说，在

数字鸿沟下，他们的生活方式、观念和圈子，使他们无法被互联网赋

权，不能到线上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寻找到用户，只能绑定在线

下街头巷尾的生活距离中。

因为路边摆摊没有门槛和技术含量，不需要多大成本投入，有东

西可卖，勤劳就可以，这种古老的生意模式常常成为老百姓谋生方式

的底线。总理说，我们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是的，这些人可

能是疫情冲击下最脆弱的群体，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会选择这种临工

岗位去渡难关。摆摊，不是朋友圈和社会平台上的传播景观，而是别

人的生计。

什么是景观？德波认为，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是

对人类活动的逃避，是呈现给自己的虚假在场。景观由现实中“片断的

场景”叠映而成，编织成一种被隔离的“虚假世界”。人之存在不再由自

己真实的需要构成，而是由景观所指向的展示性目标和异化性需要堆

积而成。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人们很容易被朋友圈里奔涌的摆摊景观所

忽悠，呈现出一种虚假的在场，忽略了那个真实世界的摆摊。

景观一手遮天，除却它所愿意呈现的画面之外，我们的视野里空

无一物。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的摆摊，正是这种作为谈资和消费的景

观，真正的摆摊者没有声音、没有表达，能听到的多是如“日赚三万”

“摆摊生意火爆”“地摊经济彻底爆火”之类传播神话或媒介幻象。景

观的另一特点是，当景观有三天停止谈论某事时，好像这事就已不存

在了，如今都在搭车消费谈摆摊，不知道可以热几天。

缺乏在场和自我的表达，脱离了真实世界的生活而成为朋友圈

的戏仿狂欢，摆摊很容易被捧杀或者棒杀。捧杀，就是将摆摊美化，一

边倒地炒作，仿佛是城市的生命，地摊创造世界，地摊撑起生活，地摊

改变了世界，地摊是国家的生机，城管喊你来摆摊，下摆摊指标，全民

动员，收入放卫星。棒杀，就是很快厌倦一种景观，形成一边倒的否

定，破坏交通、带来污染、噪音扰民、卫生问题、冲击电商和实体店，等

等。其实，现实中的摆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变幻的只是传播景观。景

观幻象使人们不自觉地处于被麻痹的催眠状态。

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原

来的牛夫人，现在成了小甜甜。这些都是朋友圈中的景观，现实中的

地摊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幻的只是议题中的情绪。

每当看到一个事物突然受追捧，就能预期到很快会遭遇声誉危机。捧

杀，是一波流量；棒杀，又是一波流量，沉默的，始终是那些摆摊人。

摘自“吐槽青年：曹林的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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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别被朋友圈里奔涌的摆摊浪潮忽悠了
【读 品】

推荐图书1：
《什么是民粹主义》

作者：［德］扬-维尔纳·米勒

译林出版社出版

在本书中，米勒定义了民

粹主义的核心要素：它反对多

元主义，垄断对人民的定义，剥

夺持反对意见者的人民资格；

民粹主义并非民主政治的正当

组成部分，而是它挥之不去的

永恒阴影。

在米勒看来，危险和误解

都源于概念的模糊不清。只有

明确了民粹主义的本质，我们

才能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更好

地应对它的挑战。

推荐图书2：
《从汉城到燕京》

作者：吴政纬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6世纪的东亚，朝鲜身为

明朝藩属，每年派遣朝天使（后

称“燕行使”）出使中国。这场惊

动天下的“壬辰之战”揭开了本

书的序幕，带出这群罕为人知

的“朝鲜使者”的故事。

从元代到清末，从汉城到

燕京，从倾慕到鄙夷，无数燕行

使穿梭于贡道，越过高山与深

河，传递最新的情报和中国观

察。中国确曾居于朝鲜人世界

观的中心，但明亡清盛却成了

极为严重的打击，以“小中华”

自居的他们，一边咀嚼着明朝

灭亡的悲伤，一边在思索该何

去何从……

推荐图书3：
《走出唯一真理观》

作者：陈嘉映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陈嘉映先生选编自

己于 2007—2018 年间所作演

讲、访谈与评论结集。他先后任

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

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

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在危机与纷争爆发的时

代，哲学如何协助我们反思生

活？我们与其说需要共识，不如

说需要学会——没有共识的人

应该如何一起生存。重要的问

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

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

样交流、怎样斗争。哲学，尤其

今天的哲学，不是宣教式的，不

是上智向下愚宣教。我们之所

求，首先不是让别人明白，而是

求自己明白。

观 点
mrlying@163.com

今年5月，国家测绘部门与登山队配合，开始再度测绘珠峰高程

的行动，由于各种因素影响，曾两次推迟冲顶计划。5月27日11时，登

山队正式登顶。

为什么要再次测绘珠峰高程？珠峰高程测绘与珠峰天气气候有

什么关系？

珠峰高程测绘春秋

早在1852年，英国测绘珠峰高程为8839.8米。之后，1975年前，印

度、法国、美国等国家曾经多次测绘珠峰高程，测绘结果是，珠峰高程

在 8847米到 8882米之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度采用的珠峰高程

为8882米。

1975年，国家测绘局与中国登山队配合，首次在珠峰顶竖立测绘觇

标，并首次意识到要减去珠峰顶部的冰雪厚度，才是珠峰的真实高程。

然而，当时还没有轻便的测量冰雪厚度的雷达，于是请登山家潘

多用冰镐测量为0.92米。当年测绘的珠峰高程为8848.13米。自此，中

国及世界采用的珠峰高程为8848.13米。

1975~2004年，印度、法国、意大利等国先后再次测绘珠峰高程，

其中，意大利于2004年测绘珠峰高程时，首次采用轻便的冰雪雷达测

得珠峰顶的冰雪厚度为3.0~3.7米，但没有在珠峰顶竖立觇标，测绘珠

峰高程为8848.8米。

2005年，中国再次测绘珠峰高程，除了竖立了测绘觇标外，还采

用了轻便的冰雷达，测绘得到珠峰顶的平均冰雪厚度为 3.5米，测绘

珠峰高程为8844.13米。

当时，我曾经根据 1975和 2005年两次测绘珠峰高程结果，在考

虑了海平面高度变化与测绘技术变化的综合结果后，计算得到，珠峰

1975~2005年的30年中，其高程降低了0.42米。

今年的测绘是中国与尼泊尔合作，利用双方在珠峰南坡和北坡测

绘的结果，相互校正，得到一个共同认可的最精确高程后共同公布。

天气气候的影响有多少

珠峰高程测绘的关键技术之一，是要在珠峰顶竖立觇标。这是当

今经典三角测量法的关键点。

原因是，珠峰顶部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大约30平方米的斜面。

这就给在接近珠峰顶最近、最利于观测的三个测绘点以上的测绘者

带来聚焦点的麻烦。而在珠峰顶竖立的三米多高的测绘觇标恰恰解

决了这个难题。

鉴于此，做好宜于攀登珠峰的气候时段和适时天气预报很重要。

几十年来，根据若干次攀登珠峰的登山实践及攀登珠峰的气象保障

总结表明，春季和秋季是宜于攀登珠峰的季节，而五月是攀登珠峰最

好的季节。

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对于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屏障作用，在珠峰南

坡的降水量为珠峰北坡的6~7倍，且珠峰南坡的雨季开始时间平均要

比珠峰北坡早半月，因此，在春季，珠峰南坡攀登结束的时间要比珠

峰北坡早半月左右。

另外在春季，由于珠峰受到大气的强烈加热作用，使得珠峰北侧的

南北向温度梯度（即差异）远远大于全球气温随纬度增高而减小的正常

值，这里的热成风随高度增加而迅速增加，导致副热带西风急流中心高

度在珠峰北侧最低，以致从珠峰北坡的攀登者往往受到大风的威胁。

由于珠峰地区南北不同的气候特征，从珠峰北坡攀登者容易受

到大风威胁；而从南坡攀登珠峰者容易受到降水带来的雪崩威胁。

珠峰地区的气候环境变化

根据康世昌、张强弓、张玉兰的著作《珠穆朗玛峰地区气候环境

变化评估》的研究结果表明，1961~2014年间，珠峰地区年平均气温升

高率为3.3摄氏度/100年，远远超过近百年来全球气温变化幅度。

珠峰地区如此强的增温，首先导致了珠峰北坡冰川面积的减小

和珠峰地区冰湖面积的增加。据统计，2013年，珠峰地区的冰湖有

1085个，冰湖面积1144.43平方千米。其次，对于珠峰北坡的冰塔林发

育影响很大。在上世纪 60年代到 80年代，珠峰北坡出现冰塔林的高

度约在5300米以上，且冰塔林发育完美、壮观。

而在2005年，珠峰北坡出现冰塔林的高度由原来的5300米上升

到6000米左右，且冰塔林的形态也不那么美丽、壮观了。

而珠峰高程的变化也与珠峰气候环境变化有关系，并对今后

的气象研究有影响。如果测绘得出青藏高原继续不断抬高，那么，

它对于大气环流和天气气候的影响就越来越大。相反，如果测绘得

出今后青藏高原不再抬升的结论，甚至于往东西方向倒塌，海拔高

度降低，那么，青藏高原对于大气环流和天气气候的影响又另当别

论了。

摘自《中国科学报》，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

珠 峰 测 绘 与 气 候 变 化
□高登义

本版责任编辑 刘禹

“睁开你的眼睛，向上看看天空。”5月23日，埃

隆·马斯克发布了这样一条推文，此时距离SpaceX
公司载人龙飞船的发射大约还有一周时间。

北京时间 5月 31日凌晨 3：23，载有龙飞船的

猎鹰9号火箭从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的39-A号发

射台顺利升空，载着2名经验丰富的美国宇航员和

1只恐龙玩偶向国际空间站奔去。51年前，“阿波罗

11号”的登月之旅也是从这个发射台开始的。

这次龙飞船的发射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首先，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由商业航天公司执行的载人航

天飞行任务。目前世界上仅有俄罗斯、美国、中国3个

国家掌握了载人航天技术，在 SpaceX 的成功之前，

所有载人航天项目无一不是由国家航天机构推动的。

其次，自2011年“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退

役以来，美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几近停滞，直到本次

发射打破了近10年来没有载人航天器从美国领土

内发射出去的空白。

龙飞船的成功发射将“载人航天”这个词带回

人们的视野，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的名词。当世界各地的人们透过屏幕注视着猎鹰9
号划破长空时，不难联想到阿波罗 11号、挑战者

号、联盟号、神舟 5号……这些曾经激荡着人类的

想象力、带来狂喜或悲痛的往事。要想真正理解今

天载人龙飞船发射成功的意义，我们还需要去重访

历史，回顾一段坎坷而荣耀的旅程。

辉煌与落寞：美国载人航天小史

人类的载人航天事业始于苏联的东方计划。在

1957年成功将人类首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

克 1 号”送入太空后，苏联很快开始了“东方计

划”；1961年，加加林顺利进入太空并安全返回，为

这一计划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当苏联在太空中屡屡

取得胜利之时，美国不甘落后，从 1958年到 1966
年，美国先后开启了“水星计划”和“双子座计

划”，实现了将美国人送入太空以及进行太空行走

的愿望。

如果说苏联通过率先发射卫星、率先实现载人

航天赢得了太空争霸前半场的胜利，那么美国终于

在1969年“一雪前耻”并扭转了战况。1969年7月

21日 2点 56分（UTC），阿姆斯特朗走下阿波罗 11
号登月舱的舷梯，将人类的足迹印到了月球表面。

1976年，美国建造了第一架航天飞机“企业

号”，它主要用于测试，没有进入过太空。1981年，

第一架真正意义上往返于地球与太空的航天飞机

“哥伦比亚号”完成了激动人心的首飞，两年后，“挑

战者号”也加入了美国的航天舰队。当时的美国航

天似乎迎来了登月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然而悲

剧的种子已经悄悄埋下。1986年，挑战者号在第10
次发射后的 73 秒突然爆炸；2003 年，“哥伦比亚

号”在第28次执行任务重返地球时坠毁。两架航天

飞机的陨落导致包括宇航员和美国平民在内的14
人丧生。

两起悲剧并没有立刻终止航天舰队的飞行，但

或多或少在美国人对太空的向往中掺入了一丝阴

影。2011年，美国最后一架航天飞机“亚特兰蒂斯

号”在完成了第33次飞行任务后宣告退役，这也标

志着美国航天飞机时代的全面落幕。1981~2011年

间，美国航天舰队共执行了 135次任务，其中成功

的有133次。

亚特兰蒂斯号退役后，美国宇航员不得不搭乘

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去往国际空间站，每人每次

的“旅费”高达 8000万美元。历经水星计划、双子

计划、阿波罗计划、太空运输系统计划，上世纪 60
年代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太空霸主，如今陷入了只能

依靠昔日强敌才能进入太空的尴尬境地。或许只有

了解了这段历史，才能明白今天 SpaceX龙飞船的

载人首秀为何如此激动人心吧。

沉寂九年，美国载人航天为何进展缓慢

美国航天飞机之所以被停用，主要还是因为

经济压力太大。航天飞机虽然可以重复利用，但是

每次返航后的维护成本是巨大的，再加上两起悲

剧的发生，NASA 提出的巨额预算可以说是层层

受阻。

其次，航天飞机执行任务进入常态化后，除了

搭建空间站之外似乎没有更大的用处了，在长达

30年的时间里也没有在空间探索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无怪乎2010年空间站刚一建完，美国就宣布

了航天飞机即将退役的消息。

美国并非没有做出取得更大突破的尝试。2004
年，布什在NASA总部发表了美国航天的新愿景。

他指出NASA要建造一种名为“乘员探索飞行器”

的新型航天器来进行地球轨道外的探索，在 2020
年重返月球，并带着在月球上获得的经验和知识飞

往火星乃至更广阔的太空。这一宏伟计划的五年预

算高达 120亿美元，但实际上其中 110亿美元都来

自原有NASA预算的重新分配。也就是说NASA接

手了一个比运行航天飞机更为艰难的任务，而获得

的资金支持却几乎没有上涨。

为了响应布什提出的新远景，“星座计划”应运

而生，它的使命显然是一部关于地球、月球和火星

的三部曲。然而，布什的继任者奥巴马在2010年终

止了这一计划，理由是其“进展缓慢且缺乏创意”。

不过奥巴马政府期间，NASA加强了与私营部门的

伙伴关系，更多地与商业化航天企业签订合同来购

买特定服务，但并不参与该服务的设计过程，也不

拥有该企业的设备。这使得SpanceX等商业航空公

司的发展有了可能。

“我们必须扬帆远航”

如今，当美国重返登月赛道之时，龙飞船似乎

跑在了“猎户座”前面。发射当晚，在经历19个小时

的飞行后，北京时间5月31日22时16分，龙飞船成

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如果能够顺利返航，它将承

担起定期运送美国宇航员往返于地球和空间站的

任务，并在下一个十年向月球和火星发起冲击。

成功发射的载人龙飞船让人联想起2016年埃

隆·马斯克公开表达的愿景——“要让人类成为多

星球物种”，更让人想起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奥利

弗·温德尔·霍姆兹的诗句——“为了到达理想的港

湾，我们必须扬帆远航，有时顺风，有时逆风，但是

我们必须航行，不能随波逐流，不能抛锚停泊。”

摘自“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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