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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ook American writer J.D. Vance's memoir 《Hillbilly Elegy》as the research object,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of origin on children and the difficulty of class mobility, and analyzed how J.D. Vance achieved class 

jump by taking exams and joining the army. This paper also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plight of the white lower class in 

the American Rust Be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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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美国作家 J.D.万斯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为研究对象，探讨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以及阶层流动

困难的问题，分析主人公 J.D.万斯是如何通过考学和参军，实现阶级跨越。本文还试图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中

探讨美国“铁锈地带”底层白人群体之困境。 

关键词：阶层流动，铁锈地带，原生家庭，美国底层白人 

 

1、研究对象、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乡下人的悲歌》是美国作家 J.D.万斯的一部

回忆录，它出版于 2016 年（英文版），并于 2017 年

被翻译成汉语引入我国。“作者 J.D.万斯以讲述生

活于美国铁锈地带的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悲喜人

生，来试图探究导致底层群体困窘境遇的原因。因而

《乡下人的悲歌》是一部家族史，也可将其视为铁锈

地带的集体记忆”
1
。 

乡下人（Hillbilly），指的是住在“铁锈地带”

（Rust Belt）的阿拉巴契亚地区的苏格兰-爱尔兰白

人移民的后裔。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

这些乡下人群体往往身处美国社会的底层。“据调查

显示，白人工人阶级是美国最悲观的群体”
2
。他们

世代蜗居在贫瘠的铁锈地带，无法逃离轮回的陷阱。

父辈觉得自己无法改变生存状况，不搬家也不愿意工

作，而子孙也被这样的观念影响，扎根于贫瘠的铁锈

地带，难以找到工作，终日生活在自暴自弃的边缘。 

生于美国社会底层的穷小孩 J.D.万斯在这种背

景下，实现了向上层阶级的流动，脱离贫困，成为了

精英。这个故事远比表面上沉重，因为阻挠万斯离开

原生家庭和原本阶层的，不仅仅是向上流动时遇到的

各种阻力，更多的是向下的拉力。所谓向上的阻力，

指的是美国中上层阶级对于底层阶级的排斥，作为既

得利益者的中上层阶级为了巩固自身的利益，不愿意

看到底层的人民获得阶层的上升与逆袭。所谓向下的

拉力，指的是美国底层群体的原生家庭长期陷落于贫

困生活的泥潭，画地为牢，缺乏跨越阶层的心理动力、

远见与勇气。 

不管是向上的阻力，还是向下的拉力，这两方面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94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rt and

Human Development (ICLAHD 2021)

Copyright © 2021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459



的“力”都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维度。比如说，

万斯的母亲，由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因此缺乏必备

的工作技能，没有稳定的收入。拮据的经济条件让她

的人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得不依赖于男性伴侣的

供养。另一方面，经济地位的不独立，让万斯母亲在

爱情中都处于弱势的地位，缺乏亲密关系里的话语

权，因此她的婚姻最终走向失败。面对物质层面（经

济）和精神层面（爱情）的双重失败，万斯母亲采取

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态度，导致了生活悲剧的恶性循

环。同时，她负面消极的人生态度也在无形之中影响

了万斯的童年。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是文化符号系统的一部

分，它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并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
3
。因此，通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理解和分析《乡下

人的悲歌》这部回忆录，有利于更好地认识美国社会

结构的构成和流动状况，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近年来美

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变化，比如移民政策、政党选举与

轮替、产业扶植与保护等等，对于我国来说，也有利

于从美国阶级的固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中，研

究本国的社会保障以及平等的福利政策。 

2、阶层的跨越与自我的成长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逐步进入以信

息技术和知识革命为特征的后工业化时代，在由工业

化向后工业时代转变过程中，由于大批的劳工无法转

型成高技能的员工，使得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比德

国及日本更严重”
4
。出生在 20 世纪末的万斯，面临

的是一个缺乏稳定收入的底层家庭。他的外祖父母年

老力衰，他的父亲下落不明，他的母亲私生活混乱。

他们是乡下人，有着共同的问题，比如说物质匮乏“全

镇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里面还不包

括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下的大多数。”
5
，对“乡下

人文化”高度忠诚，“这本书指出，个人贫困和悲剧

的主要来源并非在于制度和结构，而更在于他们的乡

下人文化——显然，J·D·万斯认为他的家庭所历经

的社会问题，更多是一种文化的问题：懒惰、没有希

望和心理上的颓废状态”
6
。这意味着这个群体极度

排外，甚至有些脱离社会，并且将这种特性传递给了

下一代。 

此外，乡下人群体缺乏主观能动性，万斯在地砖

仓库打工时，认识了一个整日消极怠工的同事。此人

被解雇之后并不反省自己对工作的态度，而是认为遭

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根据作者本人在书里的介绍，ABC 

News 曾报道居住在阿拉巴契亚山脉一带的当地人因

引用太多含糖汽水而得口腔病，当地人不约而同地攻

击起了此新闻，不愿意承认新闻的真实性。由此可以

看出他们这个群体很难正视自身。万斯写道：“我们

往往总是高估或者是低估，美化自身那些好的方面，

又对不好的方面视而不见。”
7 

乡下人这个群体还受到了本地白人中产阶级的

歧视。“乡下人令人反感的地方其实是他们的种族。

从外表上看，他们和那些在当地乃至全国具有经济、

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人属于同一人种（白种人）。但

是乡下人同底特律的那些南方黑人有着许多相同的

地区特色。”
8
乡下人的悲伤之处在于，他们并不知

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却受到排挤，一直陷在循环往复

的糟糕境地。阿公在第三个小孩出生之后酗酒越发严

重，加上他对阿嬷不忠，他们的婚姻状况持续恶化。

孩子们深受家庭不安的影响，万斯母亲早早离开家，

在十八岁就怀孕，生下了一个女孩（万斯的姐姐琳

赛）。生活并不幸福的万斯母亲不停地换男朋友，严

重的时候还会家暴孩子、吸毒。还好阿公戒了酒，和

阿嬷又和好了，他们对于没有好好养育贝弗十分愧

疚。两人代替了父母的角色，尽力抚养了万斯，给予

他爱和鼓励。即使米德尔敦的乡下人群体对于万斯影

响很大，他却被阿公阿嬷的爱拯救了。 

之后万斯去了海军陆战队，他在那时就明白了：

“4年的海军陆战队生活可以帮助我成为自己想要成

为的人”
9
。海军陆战队的训练让万斯逐渐意识到自

己的真实能力，他在跑步中以为会落在最后却依然跟

着大部队，教官对他大吼大叫他依然昂首挺立等等。

这四年改变了他的人生。他知道了如何去实现自己的

目标，并相信自己能够做到。 

与其说是实现阶级跨越，不如说是万斯实现了自

我心理层面的成长，从而走出了原生家庭的困局和自

暴自弃的群体性陷阱。万斯一直以来的对手，从不是

消失又出现的父亲和吸毒的母亲，他的对手是乡下人

这个群体所具有的特性——“习得性无助”。习得性

无助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提出的，指

个体经历某种学习后，在面临不可控情境时形成无论

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事情结果的不可控认知，继而导

致放弃努力的一种心理状态。 

可惜，万斯的逆袭之旅并不能代表这个族群的大

多数。他的成功，具有偶然性，很难进行批量化的复

制。除了万斯以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乡下人日复一日

地在铁锈地带，继承着家族的贫穷与悲哀。这是乡下

人族群的悲哀。曾经被无数人孜孜追求的美国梦，正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走向萎靡和衰退。在今天的美

国，阶级鸿沟难以跨越，不同族群之间的壁垒日益森

严。对于那些缺乏家庭资源与经济条件的小孩子来

说，比起物质上的匮乏，更可怕的是他们继承了群体

精神上的镣铐，一辈子戴着锁链艰难前行。 

从海军陆战队退伍以后，耶鲁大学给了万斯全然

不同的环境和生活体验，他也在那里进一步认识到了

自己和自己曾经所处的群体，同时也产生了无法逃避

的身份上的焦虑。即使他从世界名牌学府毕业以后又

找到了体面的工作，还成功晋升为美国的中产阶级，

可是他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底层阶级子弟的特质，这种

特质就是童年资源匮乏所带来的安全感和自信心的

缺失。 

总而言之，万斯的阶层逆袭之旅，是一个不断走

出舒适圈、不断打破自我认知边界的过程。他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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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原生家庭的关系圈，通过参军入伍和读大学去建

立属于自己的新的交际圈。而成长的意义，正是一次

又一次打碎原本的圈子，重组自己的过程。从怀疑，

否定，不安，焦躁这些负面情绪中爬出来，最终一次

次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更新对世界的认知。 

3、原生家庭对性格形成的影响 

“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需要和他人接触。这也

是监狱有时用单独监禁来惩罚犯人的原因。人类社会

属性的核心是对亲密关系的需要”
10
。在离开原生家

庭之后，人们依然要继续和社会上的其他人建立关

系。美国人际关系专家巴塞洛缪认为成人的依恋关系

分为四种，分别是：安全型，依恋型，恐惧型，疏离

型。除了安全型的人在同他人接触时非常安心，感到

安全，其他三种类型的人都会感到焦虑不安。痴迷型

的人渴望亲密关系但害怕被拒绝，疏离型的人不担心

被拒绝，但却不喜欢亲密关系，恐惧型则是两者兼而

有之。然而，“父母对我们的接纳或拒绝程度在很早

就有巨大的影响”
11
。即使只是在怀孕时期，母亲的

心情也会影响孩子日后的依恋类型。“实验证明，妈

妈对儿童的依恋影响在学前期之后仍未结束。七年级

的少年接受的养护能预测他们成年后在爱情和友谊

中的行为表现，父母给予关爱和支持的少年在数年后

对待恋人和朋友更加热情”
12
，这证明了年轻人将从

家庭中学到的对待亲密关系的经验，用到了日后的人

际关系上。 

所以，儿童时期原生家庭的影响，对一个成年人

日后的幸福会有很大影响。即使人们并不会永远的受

童年经历束缚，但不可否定的是，儿时在家庭中的经

历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处理亲密关系的方式。任何婚姻

都是处于动态平衡中，双方的个性都是在各自的原生

家庭中形成的，他们彼此之间的看法也会受到各自家

庭的影响，他们的自我期望和相互期望也都来源于各

自的家庭经历。所以，从精神层面上来说，夫妻之间

的碰撞往往是两个家庭之间的碰撞，而这会影响到他

们的家庭，即孩子。家庭中的规则是避免矛盾和解决

矛盾的方式，孩子会自然而然地从父母身上学会这样

的规则。然而，如果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意识

到自己身上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影响，那么他们之后在

处理亲密关系时，很容易产生无法调节的矛盾。譬如，

从争吵之后父母会谈论问题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和争

吵之后父母会各自冷静家庭中出来的孩子，在他们的

亲密关系中，很容易因为无意识地遵循原生家庭的规

则，而产生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糟糕的是，在他们没

有意识到这些是家庭带来的影响之前，两人都不会觉

得是自己的错，而是会无法理解对方处理事情的方

式。在《乡下人的悲歌》中，万斯的母亲和他几任男

友的相处模式中也可以看出这点。万斯的母亲在用阿

公阿婆的相处方式来和她的伴侣相处，这样就不难理

解为什么最后待在她身边的男人都是不负责任，暴躁

易怒的家伙——他们原生家庭处事模式是一致的，争

吵，斗争才是“正常”的交流方式。 

家庭对孩子一生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说 2017 年

中国台湾女作家陈雪作家的长篇小说《摩天大楼》中

的钟美宝，表面上是人人都会喜欢的美女，善于倾听，

同理心强，是咖啡店的招牌，但她内心却有无法被填

补的缺陷。她无法打开自己，无法将自己的苦难倾诉，

像一块只会吸水的海绵，只能把别人的苦难容纳进

去。被亲生父亲抛弃，继父对她有非分之想，甚至母

亲也不喜欢她，小时候的经历让她可以理解各种各样

的人，但她却无法对任何人敞开。钟美宝和万斯都出

生于底层阶级，都在童年被亲生父亲所抛弃。他们俩

的继父都沉迷于酗酒和赌博，母亲没有正经工作，顾

不上自己的孩子。小时候，万斯被姐姐琳赛保护，钟

美宝也被他的同母异父弟弟颜俊保护着。但他俩不同

的是，万斯得到了阿公阿嬷的照顾和爱，能够在令人

安心的家庭氛围中学习、成长，在能够改变命运的转

折点上做了正确的选择。然而，童年的钟美宝却缺乏

感情的支持与来自亲人的关爱。这就导致了钟美宝在

成年之后，即使受到了很多男生的喜爱，却依然没有

找到内心的安宁与真正的幸福。 

对自我的认识，对待他人的方式，以及世界观，

都是由原生家庭影响的。有时候虽然我们在地理距离

上远离了原生家庭，但是心理上依然没有摆脱，无意

识地重复着原生家庭中的机制和规则。所以，我们应

该正确的理解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以此帮助自己在心

理和情感层面上能够保持完整的自我。 

4.结论 

生活在美国铁锈地带的乡下人万斯通过参军入

伍（海军陆战队）和接受高等教育（俄亥俄州立大学

和耶鲁大学）的方式，实现了人生的逆袭和阶层的上

升，成为了一名收入颇丰的律师和畅销书作家。但是

他的成功并不能代表美国底层白人阶级的大多数人。

时至今日，在万斯的家乡，还有成千上万的乡下人生

活在贫困的泥潭里无法自拔，过着看不到希望的日

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家庭和选择对于一个人的一

生影响非常大。万斯虽然生在物质条件匮乏，认知不

足的底层白人阶级家庭，但受到了外祖父母的爱和支

持，努力学习，得到机遇，改变了人生。出生的家庭

环境固然重要，但是家人提供的爱与支持也非常重

要。在我国也有很多底层的工人阶级家庭，他们家中

的大人外出打工，孩子留守在家中，得不到充分的照

顾，影响了他们日后的发展。因此，我们全社会要重

视乡村和底层儿童的教育问题，让他们在社会阶层日

益固化的当代中国，依然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

贫穷的枷锁、实现阶层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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