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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 1977 年出生在湖南省耒阳县一
个普通人家。 虽然并不是衡水中学张锡峰
同学那样的农村，但在耒阳，罗翔的同龄人
们基本只有两条出路：北上，去读书；或者
南下，去广东打工。 当然，后者要比前者多
得多。

1980年代的小县城，显然并没有衡水
那样整齐划一的学习氛围。 罗翔有一个很
要好的初中同学， 放暑假几次去同学家玩
都找不到人，同学父母说他生病了，等到开
学了还没有出现。

后来罗翔才知道， 这位同学是被抓起
来了。 因为当地社会上的小混混抢劫，让
这个同学帮忙望风，被警方一并擒获。

“如果他那天叫我去，我会不会去望风

呢？ 我现在肯定说不会， 但是你要回想到
在那个时间点，如果真的他叫我去,我不敢
想象……人生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 你只
能把它归结为命运。 ”

1995 年，18 岁的罗翔考入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这个“小镇青年”平生第一次走
出湖南， 来到北京。 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
晚上，罗翔就买了几瓶啤酒跟大家喝———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好几个室友之前从未
沾过酒。

罗翔自称“本身就是一个不怎么循规
蹈矩的孩子”， 但在家的时候被父母管得
紧。 到了大学之后，终于有机会“放浪形
骸、率性而为”，于是跟同学喝酒、唱 Be-
yond的歌、骑着自行车兜遍了北京城。

罗翔曾经毫不讳言地说起自己刚进大
学时是多么的骄傲、自负、冲动，既自恋又
自怜，比如认为自己至今还经常被网友调
侃、n 和 l 不分的湖南口音， 是最美的语
言。 大学校园里流行开湖南老乡会，他们
就互相抱怨其他省份的人 “好蠢”“辣椒
都不吃”“居然还要吃馒头不吃大米”，等
等。

有一次， 一个湖南老乡会没有叫上罗
翔，他去问原因，人家告诉他这是“长沙老
乡会”，仅限省会城市的同学。另一个同学
家也在长沙，但因为住在长沙郊区，也没被
叫上。 罗翔的地域优越感被狠狠地打击到
了，“这一刻， 我才知道我以前的自恋啊、
偏见啊，有多么可笑和愚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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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开始，不同 up 主剪辑
的罗翔厚大法考的课程视频， 就在 B
站广为流传。但罗翔坦白地说，刚开始
上讲堂的时候，他并不是这种风格，相
反，他非常之狂妄。

他说通过率在 20%左右的法考
是“一个非常低端的考试”，轻轻松松
就能过；他喜欢争辩，咄咄逼人，以把
对方说到哑口无言为乐； 他擅长也乐
于用老百姓听不懂的专业名词， 有一
种“知识的优越感”。

但在狂妄之外， 罗翔跟自己内在
的冲突一直没有停下来过，“觉得自
己是一个很虚伪的人， 是一个很伪善
的人，你总是瞧不起你自己”。 他在 B
站直播时，这样回答网友的提问———

“但是后来慢慢地发现，自己不快
活；后来你慢慢地发现，你的自由经常
把你拖拽下去， 你经常受到你内心幽
暗的拖拽。所以后来我才慢慢地审视，
如果人生没有意义的话， 那说有意义
就毫无意义；如果正义是相对的话，那
说一个事情不正义，就毫无意义。

所以后来我在逻辑上慢慢地接
受， 我觉得相对主义的正义观是要抛
弃的。慢慢地开始认同，这个世界是存
在美德的，是存在公平和正义的，这个
世界是不能靠着彻底的怀疑主义来生
活的。 ”

真正的转变， 是从 2010 年开始
的。 在《我的青铜时代》中，罗翔依然
没有说出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
他说，2010 年人生发生的重大转折，
至少比自己 2020 年莫名奇妙走到聚
光灯下要重要得多。 “这个过程很痛
苦， 因为它相当于整个人生观世界观

的根本性的转向。 ”
别人眼中的罗翔变了， 不再那么

爱参加聚会了， 参加聚会也不再爱高
谈阔论了，喝酒更是明显喝少了，“大
家觉得你没有以前那么有趣了”。 与
之相对的， 是罗翔终于达成了跟自己
的某种和解。 “有很多事情不断地提
醒你，人应该谦虚，人应该谦卑，人应
该走出自己自大自恋那种偏见的洞
穴。 ”

罗翔开始越来越多地将抽象的法
律与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联系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 后来有了那段罗翔
在法考课堂上说“我们法律人为什么
要去追求公平正义？ 因为正义是客观
存在的，它不断挑动我们的心弦，让我
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视频。

这条视频被广泛传播， 而这些并
不直接属于法考考纲的临场发挥，成
就了罗翔视频的个人风格。 “如果我
们只需要培养出技术主义的人才，
（这些内容是不用讲的）。但我始终觉
得他们要去思考， 我为什么要从事法
律职业？ 法律职业真的只是我谋生的
工具吗？ 能不能有一些更宏大的支撑
呢？ 能不能跟人类千百年来关于法律
传承的这根电线来接通呢？ 我想告诉
他们意义， 让他们知道投入那么多的
时间、那么多的精力是值得的。 ”

在参加厚大课程培训时，很多学
生都会去找老师要签名，一般老师签
的都是 “一考而过”“法考必过”之
类的祝福词，但罗翔会在扉页认真地
写下：做法治之光。 ———这也成为他
后来图书签售时读者要的最多的签
名。

2020年 3 月 9 日，“罗翔说刑法”
正式入驻 B站，到 2021 年 6 月 9 日正
好 15个月，拥有粉丝 1443万。

罗翔发布的第一个视频 “B 站的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罗翔”，点击量已
经超过 1246万。 有网友称，2020年在
B 站， 罗翔可能是唯一能在热度上与
“后浪”视频相抗衡的人。

那句 “人心隐藏着整个世界的败
坏，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张
三”，高居罗翔金句榜首。 罗翔当然也
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张三”。 当被陈晓
楠问及什么时候感到自己真的“红了”
时，罗翔说，就是走在大街上越来越多
地会被人认出来时。 但与此同时，“会
有一种惶恐，我怕滥用这种影响力，我
怕我驾驭不了这种影响力，我更怕我迷
恋这种影响力”。

但此时的罗翔显然已经不是当年的
“狂徒”。 他愿意承认自己“经常动摇，
有的时候是每天都会动摇”， 也经常会
怀疑自己所相信的一切是否值得相信。

“就是在黑暗中看到了微光，就朝
着那个微光的方向走过去。 虽然有时
候会怀疑，你会觉得会不会走错了？ ”

“但是我想说的是，每一个怀疑都
是为了寻找确信。 怀疑只有两种后果，
第一种是走向彻底的怀疑，于是人就变
得虚无；第二种就是不断地修正自己的
确信，让人变得越来越确信。 逻辑上我
不断提醒自己，所有的怀疑都是让我不
断地来寻找确信。 我的怀疑只是让我
越来越相信我所相信的东西。 ”

在网络上， 罗翔的绝大多数观众，
就是那些处于个人的“青铜时代”、正

在寻找“确信”的年轻人。
如何做到好的自己？ 如何
过好的一生？

罗翔给出的建议是：“首先要定义
什么叫做‘好’。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关
于好的标准。good后面加个 s，就变成
了商品（goods）。 做一切事情最重要
的是为了赚钱吗？ 你要去寻找什么叫
good， 然后你才可能去过 good 的一
生，你才可能避免去随波逐流。（这样）
你内心会有一种笃定，你才会拒绝去跟
别人攀比，也拒绝被别人所攀比。 ”

罗翔自己的孩子也已经上高中了，
他很少跟孩子讲到法律的问题，也无意
于子随父业。“我就希望他能够做一个
善良的人， 能够找到什么叫 good，就
够了。 ”

2020年，罗翔推出《刑法学讲义》，
成为年度畅销书。 他在前言中写了这样
一句话：“我一直觉得，自己所得的一切
皆非所配。很多的荣光不过是草船借箭，
众人将我不该有的荣誉投射于我。 ”

在网络红人层出不穷、谁都不知道
能领风骚多久的时代，在外人看来正当
红的罗翔，甚至已经做好“跌倒”的心
理预演。 “既然登上普法的舞台，就希
望能够演好给定的剧本，并从容接受下
场的命运。 ”

晨报记者 孙立梅

在 8 日播出的访谈节目 《我的青
铜时代》中，罗翔谈到他 26 岁时遇上
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太太的故事，9 日
一大早就登上了热搜。

去年 7 月，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
翔签约 B 站直播首秀， 被网友提问
“您的价值观， 尤其是关于正义的部
分，是在什么年龄阶段形成的”时，给
出了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点：33 岁。

“至少在 33 岁之前，我是一个虚无
主义者，一个相对主义者。我经常挂在
口边的一句话就是：Who cares？ 你管
得着吗？ 又不关你的事情。 ”

为什么会有如此清晰的分水岭？
33 岁那年的罗翔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
个精确到具体年份的时间点， 曾引起
很多网友的好奇。

就在这次直播之后不久， 去年上
海书展期间，罗翔接受晨报记者专访，
给出了非常模糊的解释。

8 日，全国高考第二天，陈晓楠主
持的全新访谈节目《我的青铜时代》上
线。 作为首期嘉宾的罗翔再次被问到
这个问题，但依然讳莫如深。

历史上的“青铜时代”，是继石器
时代之后人类的早期阶段， 因此就有
了“人类觉醒”“摆脱蒙昧”等内涵。 罗
丹著名的雕塑作品“青铜时代”，寓意
也在于此。 而对于游戏玩家来说，“青
铜”则意味着新手、菜鸟。

任何一个在外界看来已经功成名
就的人，都经历过各自的“青铜时代”。
在主持人陈晓楠的理解当中，“青铜时
代， 或许可以解释成一个人最初认清
自我、 认定未来道路的那个重大的人
生时刻”。 而将这样的“时刻”，将这些
成名人士也曾有过的迷茫， 让年轻观
众了解，显然是有意义的。

罗翔认为自己的那个 “重大时
刻”，就发生在 33 岁。 从那之后，不管
外界如何变化，“你会有一种笃定，也
会有一种平静， 最重要是做你觉得正
确的事情， 最重要是你听不到内心对
你的抱怨， 最重要是多年以后的你能
够看得起现在的你。 ”

1999年， 罗翔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
一个湖南农民到北京寻求法律援助， 为了
省钱，被热情的老乡们辗转安排，住到了罗
翔的宿舍里。在一群大学男生当中，这位湖
南老乡显得格格不入， 几天之后就搬离了
宿舍。直到有一天，罗翔吃惊地发现他睡到
了学校的地下通道里，而当时还是大冬天！

罗翔和同学们为他做了法律援助，后
来又凑钱让他回乡。 那是罗翔第一次具体
地感觉到， 原来法律可以真真实实地帮到
一个人，一个家庭，“就觉得很有意义”。

2003年，罗翔在北大读博。有一次，他
在天桥上远远看到一个衣衫褴褛、 白发苍
苍的老太太，到处问路，但路过的人都爱理

不理。 罗翔于是走上前去问，
原来老太太要去某家法律

援助中心， 但罗翔
自己也不认路。

罗翔帮忙打电

话问到了地址， 老太太从兜里拿出一张小
纸片，要把地址记下来。 在得知老太太已
经走了几个小时之后， 罗翔表示自己可以
打车带她过去。

老太太听到这里， 突然噗通一声就跪
到了地上。

在出租车上， 罗翔没有问老太太到底
需要怎样的援助，虽然当时他已经拥有律
师资格，但一直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说
白了，我是有点担忧，我也不想惹麻烦”。

到了援助中心门口，老太太告诉罗翔就
不用陪自己上去了,“别影响你的前途”。

就像鲁迅先生曾写过“甚而至于要榨
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那样，罗翔
说，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自己依然觉得羞
愧。“她说出了你的内心，她戳中了你的内
心，（她说完那句话）马上你就会觉得你是
用虚伪的道德优越感来掩饰你内心（自己
之前的担忧）。 ”

这件事对罗翔的直接影响，是他从那之
后做了很多法律援助的工作。“我就觉得真
正的知识要从书本走向现实；真正的法律并
不仅仅是抽象的逻辑，而是每一个人鲜活的
故事。 公平和正义不仅要在书上得到体现，
更重要的是在每个个案中得到回响。 ”

2009年， 罗翔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有
一次开车行驶在一条山间小路上， 突然间
下意识地就踩了一脚刹车，这才后知后觉
地发现前胎已经到悬崖边上了。 就在他惊
魂未定之际， 旁边一辆车直接驶下了二三
十米的悬崖。“事后回想起来，你才真正意
识到，若非命运的庇护，你早就没了。 你所
有的梦想，你所有对人生远大的一些规划，
都是烟消云散，都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

但当时的罗翔， 狂妄地将之解读为自
己“运气好”，于是依然在狂妄的道路上一
路狂奔。 所有的“运气好”，都只是加持了
这种狂妄。

“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过程很痛苦” “很多的荣光不过是草船借箭”

“她说出了你的内心，戳中了你的内心”

“我本身就是个不怎么循规蹈矩的孩子”

回回忆忆那那件件羞羞愧愧的的事事，， 他他说说——————

当当年年发发生生了了什什么么？？ 他他说说—————— 面对荣誉，他说———

““小小镇镇青青年年””北北京京求求学学，，他他说说——————

3+3产品矩阵全面开花
CT5、XT6持续走热

凯迪拉克品牌能够在市场上持
续走强， 背后离不开强大的产品布
局。 ———每一款产品以精准定位切
入市场，充分释放市场潜能，提升对
各个层次消费人群的吸引力； 各车
型之间协同效应持续强化， 推动凯
迪拉克销量结构、 销售质量持续稳
健向好。 具体来看，由 CT4、CT5、
CT6组成的“新美式豪华后驱轿车
家族”1-5月累计批售 38,481 辆，

累计同比增长 85.9% ； 由 XT4、
XT5、XT6 组成的 “新美式豪华
SUV 产品矩阵”1-5 月累计批售
57,627辆，累计同比增长 41.7%。

轿车阵营中， 明星车型凯迪拉
克 CT5上个月批售销量 3,922辆，
同比增长 48.6%；1-5 月累计批售
销量 22,919 辆， 累计同比大增
140.5%； 终端零售销量则更加抢
眼，达到 5,754辆。 5月份，CT5车
系优化并新增尊贵型， 配置命名也
精简为：风尚型、豪华型、尊贵型、铂
金型。 其中，CT5 尊贵型搭载包含

MRC 主动电磁感应悬挂、mLSD
机械式限滑差速器、 凯迪拉克定制
高性能 Brembo 制动系统和米其
林 PS4S 高性能轮胎在内的完美组
合， 以及 Bose誖 Performance 至
臻系列音响系统等硬核配置， 充分
满足消费者的用车需求。 随着产品
配置的进阶和差异化优势的进一步
凸显，CT5 也将继续以越级实力强
势进击中型豪华轿车市场。

SUV 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
凯迪拉克 XT6，5 月批售销量 3,
084 辆，同比劲增 105.7%；2021 年
前 5 个月累计批售销量达 14,038
辆，累计同比大增 151.1%；终端更
是供不应求，5 月零售销量 3,150
辆， 前 5 个月累计零售销量达 15,
161 辆。 前不久，XT6 尊贵型配置
升级， 新增 Bose誖 Performance
至臻系列音响系统和高清后视屏，
售价保持不变， 为用户带来更加豪
华舒适的用车体验。 新车上市后收
到了积极的市场反馈， 目前订单也

在持续积累中。值得注意的是，汽车
行业“缺芯”之困短期仍无解决之
路。持续增长的销量叠加“缺芯”影
响， 使得凯迪拉克 CT5 和 XT6 一
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据了解，凯
迪拉克已协同相关供应商积极协
调，合理分配产能，保持终端市场的
健康平稳发展。

其它车型方面，凯迪拉克 XT5
和 XT4 凭借一系列高价值产品力
与独具一格的车型格调， 赢得了用
户的广泛推崇与青睐，5 月销量分
别为 5,314 辆和 4,981 辆，稳居各
自细分市场前列。

多维度提升产品价值
与品牌竞争力

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车市大环
境， 凯迪拉克从多维度提升产品竞
争力， 不仅 CT5 新增尊贵型，XT6
尊贵型配置进阶售价不变，2021 款
XT5 和 XT6 还全系搭载全新一代
移动互联体验 CUE和 48V 轻混动

力系统，带来更智能、更环保的出行
体验，深受市场好评。

在深化产品布局外，凯迪拉克还
聚焦营销、服务、体验等领域，致力于
打造更贴心、周到且温暖、人性化的
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购车用
车需求。 近期，购买凯迪拉克全系车
型，可享超低购车首付、多种灵活金
融方案及多项置换购车福利。 同时，
凯迪拉克还为车主准备好了“夏日出
行三重消暑礼遇”， 为客户带来超越
期待的“新美式豪华”服务体验。

总的来看，凯迪拉克 3+3“新
美式豪华” 产品组合正在持续发
力，助推品牌在市场上保持强劲增
长势头。 更重要的是，凯迪拉克在
品牌、产品、服务差异化方面的努
力也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使得其品
牌内涵不断升华，与消费者建立了
更强烈的情感共鸣，这些也将进一
步提升凯迪拉克在市场上的综合
竞争力。

(于大卫)

凯迪拉克 5月销量突破 2 万辆 明星车型 CT5、XT6 持续热销
进入 6 月高考月，全国逾千万考生奔赴考场，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

春答卷。 同样，在国内豪华车市场中，凯迪拉克品牌也在以实际行动持
续深耕市场，通过打造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事实证明，凯迪拉克所有的努力最终都转化为了一份份漂亮的答卷。

数据显示，今年 5 月，凯迪拉克批售销量 20,408 辆，1-5 月累计批
售 96,108 辆，累计同比增长 56.6%。 终端销售方面，凯迪拉克市场热度
也持续升温，5 月零售销量 22,807 辆，同比增长 23.7%，1-5 月累计零售
销量达 100,208 辆，累计同比劲增 62.9%。

罗罗翔翔说说他他最最大大转转变变发发生生在在 3333 岁岁 //晨晨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婷婷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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