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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要像折断的树苗一样
弯着腰工作整整 10个小时

这本书的灵感形成于一个煤矿之中。

当时，我身处俄亥俄州地下 150多米的地
方，乘着一辆没有车顶、只能蹲坐的小矿车，在
一片乌漆漆的黑暗中哐哧哐哧向前翻滚。 我的
屁股墩儿挤压着旁边矿工的背， 脚踩在别人的
脚上。所有人都“低头哈腰”，免得头上的安全帽
碰到低得不能再低的顶板。 帽子上的头灯照不
了多远， 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些摇摇晃晃的杆
子和横梁，撑着整个地方不至于崩塌。这不是人
待的地方，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这不是人待的地
方， 在小矿车磕磕咔咔的响声和快要跟不上的
心跳中，我的脑子里只回荡着这样一句话。

提到煤矿，大家想起的都是“下去”，其实，

真正让人惊奇的是，你要“进去”。我们这个人
挤人的小分队沿着矿层隧道越来越深入地球
的中心，一英里，二英里，最后离我们一开始下
来的升降机井已经 6英里了。 小矿车停下来，

我们翻身下车， 整理了一下自己， 然后站
直———好吧，只能说勉强站直。顶板离地面不
过 1.5米左右。我们现在真正身临其境，这里就
是矿工们挖煤的地方，每天要像折断的树苗一
样，弯着腰，工作整整 10个小时。

我本想表现得泰然自若些，就像去拜访一
家不幸住在破烂房屋中的邻居，或是强忍某个
小孩吱吱呀呀拉锯子一般地拉小提琴。但这不
一样。四周一片漆黑，我们与唯一的安全出口
相距整整 6英里，加上周围的土地正在释放随
时可能致命的甲烷，稍不注意受到最轻微的刺
激，就会爆炸———这一切让我的礼貌与修养荡
然无存。“你他妈的在开玩笑吧？”我脱口而出。

我将在这个煤矿进进出出长达数月，最初的几
天这就是我的口头禅。“他们应该把顶板弄高
点啊！” 我大放厥词，“这下面简直跟个小城市
差不多大了， 就他妈不能再修个电梯吗？”最
后，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只会不断重复：“哥
们儿，这也太荒唐了吧。”

矿工们用无精打采的厌烦回应我的惊叹。

有的面无表情地看我一眼，有的精疲力竭地眨
眨眼睛。一切尽在不言中。正是这样的表情传
递的信息引起了我的共鸣， 给我深深的启示，

最终牢牢抓住我的心， 让我开始为期两年的 9

段不同的旅程。路上的所见所闻，构成了这本
书的基本内容。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矿工们脸上的表情
好像在说，“你怎么会完全不了解我们、我们的
生活以及这个世界呢？”

一边是煤矿业———一个价值 270 亿美元
的产业， 这个星球上增长最迅速的能源产业；

另一边是挖煤的人们。我们每按动一次电灯开
关，就燃烧掉一小块煤。我的日常生活归根结
底和这些人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完全离不开

他们。然而，在我来煤矿之前，我对这些人和他
们的世界一无所知。

邀请高高在上的目光
窥探一下这些被忽略的世界

真丢脸。说不清为什么，但就是不对。我动
笔写《看不见的美国》，就是想把这种说不清的
错误说清楚。 是这些人让我的生活正常运转，

我想把自己的生活与他们联系起来。 也许，还
能更进一步，让整个美国重新认识自己被遗忘
的灵魂。

我们每天吃的蔬菜，是谁来采摘？我们在
餐桌上大快朵颐的牛排，是谁在养殖？我们在
市场开心采购的东西，是谁运来的？我们扔出
去的一袋袋垃圾， 是谁让它们最终消失不见？

更重要的是， 为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变得这么
难？在我看来，过去，对于这些维持生活运转的
人们，我们还是相当了解的。他们与我们关系
极为密切。高度工业化之前的美国，小城镇社
会的美国，养奶牛的是查理叔叔，送来一车车
稻草的是麦克表弟，提着一篮子青豆的是莎拉
阿姨，当然还有人人皆知的送奶人。日常生活
用到的原材料和人工，都有着不同的情感和个
性，还蕴含着历史与文化。

而今，这一切都成了过去。我们住在大城
市、新郊区。我们忙忙碌碌。我们随手用电，周
围的气温可以随心所欲地调节， 食物触手可
及，速度日新月异，交通方式也追求最大程度
的方便。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人会拿走我
们的垃圾，进行处理，免除这方面的后顾之忧；

商场的货架上摆满了需要的商品，让我们随来
随取。我们有工作要做，有文件要签，有按揭要
还。我们是文明社会的文明人。我们不需要与
牲畜面对面， 只要对着它们的肉舞动刀叉；我
们不需要知道农夫的手掌是什么颜色、什么样
子，只要吃到他们摘下的生菜、桃子或香芹。我
们（需求者）和他们（供应者）之间简直是八竿
子打不着。这样的状况，这样的冷漠，说明我们
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想答案会让所有人赧然。

然而，在《看不见的美国》中，我倡导的并
非所谓的“简单生活”，所有人自给自足，跑去
砍木柴烧自家的炉子， 亲手杀鸡做给孩子们
吃，收小麦，种燕麦，弹棉花，剪羊毛。任何家里
有现代设备、有电子屏幕的人都清楚，当下的
生活就是有史以来最简单的生活，我完全支持

这个观点。

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只是想邀请整个美国转
移高高在上的目光， 窥探一下这些被忽略的世
界，观察那些十分复杂的产业，看看一些不为人
知的微小贡献。 和我一起在这些世界中走一走，

用全新的眼光看待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你也许对
美国所知甚多：历史、政治、经济等风向标说明的
风险和机遇，共和党红州与民主党蓝州之争……

如果你正蜷缩在一个煤矿当中，或是盯着一个同
时显示成千上万架飞机的雷达屏幕，或是在沙漠
的滚滚热浪和炎炎烈日下放牧 500 头身怀六甲
的红安格斯奶牛，那么，上述知识再博大精深，也
毫无用处。

为人所知与默默无闻
截然相反的人生目标

过了些时日，我告别煤矿，来到北极圈以北
400多公里的地方。 这里是阿拉斯加的一个人工
岛，短短几公里外，就是波弗特海的冰海冻浪。此
地温度常年保持在零下 45℃左右。我斜戴着边缘
有一圈皮毛的兜帽， 一边躲避着刺骨寒风的侵
袭，一边听别人讲授如何钻钻头。这人的小胡子
已经变成一小撇冰条，而他似乎毫不在意。在这
片常常数周乃至数月人迹罕至的冻原之上，我结
识了一小群工人，他们戏剧化的生活当然反映了
整个美国对石油的迫切需求，但我更多感觉到的
是一种爱， 一种艰难生存环境催生出的兄弟之
情，让我亲眼目睹不为人知的英雄事迹。众多的
英雄事迹串联起来，再一次让我大开眼界，催促
我用不一样的眼光和态度，去看待现代日常生活
中的种种便利。

我又去了加州的洛杉矶，在那里我见识了一
架巨大的机器，正从“垃圾山”陡峭的悬崖上俯冲
下来。这垃圾山的高度几乎可与俄亥俄州煤矿的
深度比肩。我同时也膜拜了一些美国工程师杰出
的工作。他们五十年如一日地努力，要征服垃圾
这个大难题。 他们的努力看上去富有哲学意味：

垃圾是物质，而物质永不消失。你可以改变物质
的形态，从这里搬运到那里，倾入海中，一把火烧
掉，埋进土里，但物质永远与我们同在。于是，在
我眼里，管理垃圾的事业，就略有些奇怪地变成
了一种关乎心灵和精神的追求。

一开始，我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有个想当然
的设定：在“看不见的美国”，那些人们希望被外

界所知。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预设有多么幼稚
可笑。我发现，有些人毫不关心外界知不知道自
己和自己的贡献；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根本
就不愿意为外界所知。我在缅因州一个外来劳工
营生活了一段时间，每天天还没亮就跟着工人们
来到种满蓝莓的田野中，想了解这些为我们采摘
食物的人和他们的生活。 这些人来自墨西哥、秘
鲁、 哥伦比亚和南美洲其他更为遥远的地方。有
的人是经过合法登记的，有的则不然。大多数人
都生活在一种羞耻感之中，遮遮掩掩，不愿见人。

他们一边违反着法律，一边耕种土地，采摘莓果。

而这些莓果正是我每天早上放入麦片粥或谷物
粥增添风味的食物。等到与他们熟识，每天早上
我走向餐桌时，心绪变得截然不同。现在，我怀揣
着感激、愤怒、沮丧和责任，可谓百感交集。

为人所知与默默无闻， 扬名天下与沉默隐
匿：在我为写作这本书进行调查研究时，不断遇
到这些截然相反的人生目标。在纽约那瓜迪亚机
场，我遇到的人们，甚至把“默默无闻”作为自己
最大的工作目标。那是一个专业技术过硬的军人
团队， 他们所服务的公众平时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他们的工作对公众却至关重要。控制空中交通
的人，只有在工作出现失误，引起重大事故的时
候，才会被注意到。和这本《看不见的美国》中的
很多人物一样，这些人工作得越出色，就越默默
无闻。

叫嚣弥漫了我们的感官
让我们忘记还有其他事情

《看不见的美国》是对这个国家的一次深入
探寻和颠覆， 我所描写的对象和以往截然不同。

我所要表达的观点，也和这名利当道的社会习以
为常的主流观点完全不同。 我们的耳边充斥着
“上电视！赚大钱！得大奖！”等现代社会鼓吹的价
值观。诸如此类的叫嚣弥漫了我们的感官，让我
们忘记还有其他生活方式的存在，还有其他事情
在发生。

我也考虑了“名气”这东西，想找找这本书中
它能不能占据一席之地。 说到名气就想到娱乐
业，这个最大的舞台，最吸引眼球的行业。美国橄
榄球联盟（NFL）每年创收达 90亿美元。那些“演
员”们在球场上跑跑跳跳，你推我撞，把那个椭圆
形的球抛来丢去，就能有不菲的收入。与此同时，

啦啦队员们则展露着永恒不变的动人微笑，在球
场边线上挥汗如雨地舞蹈，好像在祈求大家分一

点注意力给她们。 如果我们暂停狂热的呐喊助
威，也问候一下这些姑娘，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和辛辛那提猛虎队的啦啦队员们相处的日子里，

我发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专属于女性的默默无闻。

她们身穿一模一样的服装，嘴唇上涂着一模一样
的橘色唇彩，做着千篇一律的动作，为了做最好
的啦啦队员，她们仿佛变成了同一个人。往深了
说，这些啦啦队员们正好体现了最基础层面的国
民性。每个疯狂的星期天比赛日，我都会目睹光
鲜热闹与视若无睹这样的矛盾在眼前上演，这矛
盾也是美利坚的特性之一。

我无意在这本书里表达任何个人的政治观
点，也有意地控制了语气和内容，不代表任何人
发出控诉或是请求。 不代表没有登记的非法移
民，不代表环境保护主义者，不代表其他的任何
利益团体，甚至也不代表得州西部那些因黄体酮
过剩产下漂亮小牛的奶牛。

我思考玉米的问题，棉花的问题，航运港的
问题，大桥和高楼的问题，还有那些小小国旗下
被埋葬的无名士兵， 想听听他们在坟墓中的耳
语。随着探究的深入和越来越多的了解，你会发
现，“看不见的美国”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为什么要在意谁点亮我的灯
谁让我的食物如此美味

我想，还需要指出很重要的一点，《看不见的
美国》和其他所有的书一样，可能不同的读者在
字里行间会读出完全不一样的信息。如果说《看
不见的美国》有任何立场的话，那也是来自球场
的边线，来自深邃的地下，来自高远的天空，或是
不为人知的内部。这些都是“有利地形”，因为在
这些地方， 能够听到那些安静而微妙的声音，被
高声喊叫和响亮口号屏蔽了的声音，平时听不到
的声音。“看不见的美国”无心争论。“看不见的美
国”筋疲力尽。“看不见的美国”没有时间去静坐
示威，也抽不出空闲观看电视上激烈的辩论。“看
不见的美国”只想喝杯啤酒，早点睡觉。正是这些
人维持着美国的正常运转。如果这些人明天辞职
不干，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就会戛然而止。

我也想过，为了写作本书所做的研究和书里
讲的那些故事，到底有什么重要？我为什么要在
意谁点亮我的灯，谁让我的食物如此美味，谁帮
我的航班顺利着陆， 谁让我的牛排入口爽滑，谁
让我安全准时地到达目的地？和别人一样，我也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好像不应该浪费时间想
东想西。但我又想到，过去这几年，我为了这本书
走南闯北，调查研究，好像眼界一下子打开了；而
之前那些平静的“好日子”里，我就像一个紧闭双
眼的无知稚童。到底哪种生活更好呢？

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形象， 那是一个孩子，

从来没人要她布置饭桌、 削土豆或是出去扔垃
圾。这个孩子想要新的玩具，马上就能到手；想要
新的手套帽子，马上就能穿戴起来。她张口要求，

东西就自然而然送到手里，于是她的要求越来越
多，越来越高。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直到习惯成
自然， 直到她觉得自己天生就具有这样的特权，

理应获得如此待遇。但是，如果这个孩子足够幸
运，她最终会发现，自己的衣食住行、娱乐设施和
舒适生活，都是父母辛苦工作换来的。她会更多
地了解到一个家庭的功能，了解自己的欲望不过
是这个复杂拼图的一小块。原来世界比之前想象
的更加广阔丰富，无限无涯，值得她为之奋斗，做
出自己的贡献。

我想，这样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不管
是作为家庭一员的孩子，还是作为国家一分子的
公民， 抑或只是正在熟食店买火腿的老顾客。把
幕布拉开，看看忙碌无比闹哄哄的后台，那里是
如何运作的，有多少人在全速开动脑筋，贡献体
力，甚至做出个人牺牲，努力让这个系统正常运
转，努力让你眼前的这台戏精彩纷呈，奇妙非凡。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到底是怎么
运转的。

“译文纪实 ”系列 《看不见的美国 》，讲述
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每日辛勤劳作，维持人
们的生活运转，人们却从未将其放在心上。他
们在美国未被“看见”，在其他很多国家，亦是
如此。

本文选自书中，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
加。

◆

《看不见的美国》
[美]珍妮·拉斯卡斯 著
何雨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视觉中国供图

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

王曾认为对寇准的谴责太重，丁谓
盯着他，悠悠说了一句话：“居停主人恐
亦未免耳。” 暗示王曾自己可能也会受
寇准牵连，原来寇准离京前，王曾曾将
宅第借给寇准居住，这个“居停主人”便
是指王曾。王曾听了，“踧然惧，遂不复
争”。

丁谓甚至想将寇准与李迪置之死
地，只是在宋代，诛杀大臣实在过于惊
世骇俗，没有一个君主与权臣敢冒天下
之大不韪。 丁谓不敢直接矫诏赐死寇
准、李迪，便想出了一个阴毒的计谋：迫
寇、李自尽。

他秘密交待前往道州、郓州送责词
敕书的中使，“以锦囊贮剑揭于马前，示
将有所诛戮状”。中使到了道州，寇准正
在宴请客人，客人多为道州官员，出来
迎接中使，“中使避不见”；问所来何事，

中使也“不答”，故意将气氛弄得紧张兮
兮，以致众人“惶恐不知所为”。倒是寇
准神色自若， 说道：“朝廷若赐准死，愿
见敕书。”中使不得已，将敕书掏出来，

寇准一看，并没有赐死嘛，只是远贬雷
州。

李迪则没有寇准的这份豪气。当中
使到达郓州时，李迪已听说钦差“以锦
囊贮剑揭于马前”，以为中使这一次来
郓州， 肯定是送来朝廷赐死的敕命，

“即自裁”，果然要自杀，幸亏家人发现
及时，给救了过来。李迪的门客邓余去
见中使， 恶狠狠地警告他：“竖子欲杀
我公以媚丁谓耶？邓余不畏死，汝杀吾
公，我必杀汝！”其实中使这次来，也不
是要杀李迪， 而是送达远贬李迪的敕

书。 尽管如此， 邓余还是担心李迪受谋
害，跟着李迪从郓州至衡州，一路“不离
左右”。郓州通判范讽敬重李迪，不理中
使催迫，挽留李迪数日，又为其“治装祖
行”。在丁谓擅权之时，范讽这么做，是要
冒政治风险的。

有人问丁谓：“迪若贬死， 公如士论
何？” 丁谓满不在乎地说：“异日好事书生
弄笔墨，记事为轻重，不过曰‘天下惜之’

而已。”李迪、寇准被远贬的消息从朝堂传
至民间， 京城坊间不知是谁编了一首歌
谣：“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
下好，莫如召寇老。”一时传遍大街小巷。

但丁相爷对民间如何评价他，也是毫不在
乎的。

踌躇满志的丁谓开始连刘太后也不
太放在眼里“尝议月进钱充宫掖之用”，提
出要限制宫廷开支，“太后滋不悦”。

还有一件事也让丁谓“稍失太后意”，

这件事得从宋朝的视朝制度说起。宋太宗
确立了皇帝每日御前殿听政的日朝制度。

宋真宗晚年，由于身体多病，经常不豫，遂
改“日朝”为“只日朝”，逢单日临朝听政，

双日则在禁中休息，坐朝的地点也从前殿
改为后殿；宋仁宗继位后，延续了真宗晚

年的单日视朝做法， 视朝地点为前殿。皇
帝未成年，视朝只不过是形式而已，但这
个形式也让仁宗苦不堪言，因为早朝的时
间很早，天未大亮就得坐殿，而仁宗年幼，

常常难以早起。一日，刘太后给中书门下
发了一道手书，称“官家年小起晚，恐稽留
百官班次”， 不如将早朝的地点改在太后
与皇帝起居的后殿。

刘太后这么提议，也许确实是不忍心
看小皇帝早起，但隐秘的用意，恐怕是想
将君臣议政的场所从前殿搬到后殿，方便
她“独受群臣朝”。宰执大臣不是傻瓜，当
然也看得出太后的用心，但他们不敢作出
裁断。当时丁谓请了病假，未在中书上班，

次相冯拯便把皮球踢给丁谓， 回复太后：

“乞候丁谓出厅商议。”

几天后，丁谓回中书上班，听了同僚
的汇报，马上回奏太后：“臣等止闻今上皇
帝传宝受遗，若移大政于他处，则社稷之
理不顺，难敢遵禀。”毫不客气地将刘太后
的提议反驳回去。 丁谓还责备冯拯等人：

“此一事，诸君即时自当中覆，何必须候某
出厅，足见顾藉自厚也。”冯拯背后却跟同
僚说：“渠必独作周公，令吾辈为（王）莽、

（董）卓，乃真宰存心也。”

平心而论， 这件事丁谓倒做对了，反
而是冯拯等人耍了滑头，将烫手的芋头扔
给丁谓。不过，丁谓反对刘太后“移大政于
他处”，也不是出于公心，而是为了方便自
己把持朝政。显然，操控未成年的宋仁宗
要比操控精明的刘太后容易得多。但他自
恃位高权重，忤逆了刘太后，与太后的同
盟关系难免出现了裂痕。

转眼到了乾兴元年夏，朝廷发生了一
件大事：管勾山陵事务的内侍雷允恭被揭
发擅移大行皇帝山陵皇堂（墓室）。朝野震
动。

自周怀政被诛后，雷允恭便是禁中最
有权势的内侍。三月，他被刘太后委任为
管勾山陵事， 负责监修宋真宗的寝陵。判
司天监邢中和告诉他：“今山陵上百步，法
宜子孙，类汝州秦王坟。”意思是说，山陵
墓室上百步的地方才是吉穴，就如汝州的
秦王坟（相传秦王赵廷美的陵墓为大益子
孙的风水宝地），先人安葬在那里，子孙会
大旺。雷允恭一听，让人马上将真宗皇堂
移至百步外的风水宝地。

雷允恭由于与丁谓交情极好，得以倚
仗丁谓的权势，“日益骄恣无所惮”。 他交
待移动真宗皇堂，“众莫敢违”， 马上开掘
新墓室。 雷允恭自己则快马赶回京城，禀
告刘太后。 太后说：“此大事， 何轻易如
此？” 雷允恭说：“使先帝宜子孙， 何为不
可？” 太后又说：“出与山陵使议可否。”让
他找山陵使丁谓商议。按宋朝惯例，皇帝
驾崩，例由宰相兼任山陵使，统筹先帝寝
陵的建造工程。

丁谓当然不似雷允恭不学无术，知道
擅移山陵非同小可， 但他又想迎合雷允
恭，态度便“无所可否，唯唯而已”。雷允恭
却去告诉太后：“山陵使亦无异议矣。”太
后遂默许移动真宗的皇堂位置。

（十）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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