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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二旗无数程序员用 0 和 1 编织起一个崭新世界
中国互联网潮汐涨落在西二旗。
这片位于北京西北五环的近矩
形区域被看作“中国硅谷”的数个有
力备选之一。中关村科技园于 2000
年建成，园区内外玻璃之墙破土拔
高，总有更明亮的招牌被挂上去。曾
一度风头无两的微软、华为和联想筑
起高楼，百度、网易和腾讯相继划分
了势力范围，当今势头正劲的创业公
司如滴滴规划了一片仿照硅谷景色
的园区，
绿化讲究。
无 数 程 序 员 在 这 里 日 复 一 日。
他们活在“月入五万却过得像月入五
千”的“码农”段子里，也隐身于互联
网经济的工程师神话中。他们手指
下的 0 和 1 正编织起一个崭新世界。
在西二旗，迭代是技术世界的主
旋律。这也是互联网的一大生存逻
辑，新的取代旧的，越快越好，版本更
替，产品换代，公司死死生生。

“码农”迭代生涯
没有人不被替代

日夜 西二旗自有节奏
工程师林一任职于西二旗一家
创业公司，刚满一年。早上 10 点以
后，格子间逐渐热闹，公司推行“弹
性工作制”，这保证了赶在午饭点前
的到达不算迟到，也意味着直至深
夜的工作并不属于能获补偿的加
班。
中午是难得的休息时间。各处
软件园的小花园里坐满了人，五六
人一组，举着手机打游戏。因压力
而脱发是困扰不少程序员的顽疾，
选择烫卷发根能营造蓬松丰厚的效
果，在大太阳下会露馅。
下午繁忙而易逝。大小会议在
日光灯下展开，键盘按键落下弹起，
内部通信的消息滴滴提示，其他部
门来协调交接的人员轻声谈话，五
颜六色的耳机被掏出来罩住耳廓
——几乎全是头戴式的，将一切声
音隔绝在外。
“你们离远一点让我工作行
吗？”如果真有人试图如此“鼓励”自
己，他大概会求饶。写代码时全神
贯注，逻辑一打岔就断了，容忍不得
一丝风吹草动。
像他这样的工程师占多数。写
字楼的无数扇窗户后，不知有多少
程序员在与新版本上线的截止期交
战。迭代是工作的重要部分，先到
达，然后再不断修正，追求更好。
“花几个月获得的 100 分，不如
花几周得到的 80 分。”
“程序媛”陈嘉
嘉曾在西二旗一家互联网巨头工作
过很长一段时间，已经很熟悉这个
道理。
上线的平静也有例外。一次新
版本推出前夜，晚 9 点，陈嘉嘉突然
在内部消息里接到上游环节产品经
理的群发消息：大家不要慌！
自然，所有人都慌了。新版本
定于次日一早 8 点与用户见面，一个
未被检查出的大漏洞突然出现，波
及了下游所有环节。半层楼挑灯夜
战，一个接一个环节修改。她在凌
晨 5 点离开公司大楼，所有补救工作
在新版本上线前完成，地铁迎来了
第一批人流，似乎什么都没有在夜
里发生过。

晚高峰，
西二旗人排队走下班车，
雨天的车窗上布满了水滴。

去留 跳槽是程序员解决一切问题的捷径
28 岁的工程师张行不太欣赏迭
代。他追求代码之美，定义清晰、便于
复制和延展，在数学上简洁漂亮。
他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参与无
人驾驶技术的研发工作，团队最近的
任务相当于在 1 个月内将算法的“房
子”扩建一倍：地基重打，构架再建，砖
瓦另铺一遍。
在西二旗，击退张行前公司的一
家中国通信企业里，张行的同学王召
常常思索：自己是不是
“看得太开了”
。
王召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可运气
不好，入职时间卡在公司两次集体涨
薪之间，前辈后辈都比他收入高。他
能感觉到这家公司与互联网企业在气
氛上的差别，更像是家严肃的国企。
他开始考虑跳槽。经验证明，跳

槽是程序员解决一切问题的捷径。
对于局外人来说，跳槽总是毫无
预警地发生。林一周围，隔一段日子
有人会突然提出请客——要离开了。
那些事先张扬的跳槽往往难以贯彻，
更多时候是一种暗示上司涨薪的要
挟。
陈嘉嘉认可跳槽的调节作用，
“其
他公司的经验和视角是值钱的”。她
刚跳出了西二旗，薪水也跃到了之前
的两倍。她觉得自己还算幸运，每一
次在小组和公司间的跳跃，都落在了
当时最具增长空间的领域，成长更快，
收获也更多。
去留之战也在同公司的团队之间
打响。一些互联网公司会在发展成熟
的领域设置两支研发目标一致的团

队，称为 A 队和 B 队。两支队伍在竞
争压力下争分夺秒，也毫不留情地指
出彼此的失误。只有一队最终能被选
择。
在林一入职前，这家创业公司正
陷于一场大战，对抗一位力求进入中
国的国际对手。紧张的空气笼罩在公
司上下，钱和人是弹药，被第一时间搬
往可能遭到攻击的防线。林一暗自担
心了一阵，
怕还没毕业东家就没了。
这家公司挺住了，收购了对方的
中国分支，对方退出中国市场。今年
初再战国内另一家创业公司，公司气
氛明显淡定了很多——之前那么大的
敌手都斗赢了。
“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
好事。”林一说，
“ 有战争才需要我们
啊。”

钱 没有人知道，挣多少钱才够
陈嘉嘉感谢互联网，相比刚入行
时，她工资多了 4 倍还多，年薪接近百
万元。她能无缝融入西二旗浩荡的
“码农”中，夏天是格子衬衫和 T 恤裤
衩的海洋，秋冬则覆盖着连帽衫和羽
绒服。他们中不少背着公司统一配发
的双肩包，保护着笔记本电脑，随时可
以拿出来写上一行代码。
“你根本看不出来他们中有谁手
里握着价值几百万元的股权。”陈嘉嘉
说。在她看来，收入变了，追求“高效
简洁”的生活习惯没必要跟着变。
陈嘉嘉不太喜欢新公司的氛围。
诸多不适，她还是无法抗拒“给的钱
多”
。
钱对于她来说是一种肯定。价开

得越高，代表对她的工作评价越高，她
这个人“不算没有用”。
“工作救了我。”
陈嘉嘉说。她紧紧攀住那个逻辑和数
字构建的世界，写代码、看论文、每天
背几个机器学习相关的英文单词。
“其实高工资也是榨取价值的手
段，大家都是螺丝钉。”她看得很明
白，
“但这至少也承认了我有价值不是
吗？”
她很少抱怨或抗议，总觉得市场
自由，
“ 如果实在看不惯可以选择离
开”
。
没有人知道，
挣多少钱才够。
陈嘉嘉工作过的西二旗互联网巨
头团队里有个男孩，优秀勤奋，进公司
第一年就拿了新人奖励，在 2016 年倾

全家之力在北京买了房子，刚交定金，
和女朋友谈婚论嫁。变数骤至，他的
父亲被查出癌症，进京看病。他放弃
了房子为父亲治疗，不得不支付了违
约金。治疗漫长痛苦，病情恶化迅猛，
他无心工作，接连数月被评价为绩效
等级 C。女朋友离开了他，他最终离
开了公司。
陈嘉嘉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今年
初，他在一家发展不算好的小型互联
网企业工作。他的父亲于一年前去
世，
人生翻转而空。
“这一行没有兜底。”陈嘉嘉说，
“往上没有极限，往下也没有。”

未来

没有人
是不能被替代的
没有人是不能被替代
的，这是程序员周青入职
时学习的第一堂课。
当时带他的直系领导
给他上的课。后来他被调
去其他部门，领导没挽留，
他有点失落。此后两年，
他和那个部门以技术见长
的其他前辈都保持着良好
关系，却再没联系过那位
领导。
“每个人都得找到自
己的角色。”周青说。
行业永远年轻，90 后
程序员已是西二旗的中坚
力量之一。与此同时，西
二旗一家著名技术企业在
2017 年 被 曝 裁 了 一 批 45
岁以上的员工，
“ 清理”了
34 岁以上的交付工程维护
人员，将他们转岗、分流。
同年年底，一位 42 岁的技
术人员在被劝退后自杀。
林一不觉得写代码是
“ 青 春 饭 ”，
“经验自有价
值”。在他接触过的国外
技术公司中，四五十岁的
程序员比比皆是。他们的
积累造就了不起的直觉，
为年轻后辈的工作避开很
多弯路。
陈嘉嘉看不清未来，
“也许 10 年后的互联网状
况会类似如今的通信行
业”，
“ 也许又有新的领域
被开辟了。”她并不为自己
担心，只需努力工作，不要
过早被抛下潮头。
“40 岁前实现经济独
立 不 就 行 了 吗 ？”这 个 29
岁的女生小手一挥。
西二旗正处在新的变
化中。不少闪耀的招牌下
如今留存的只是公司的一
些行政主干。大企业纷纷
向更远离城市的方向延
伸，开辟价格更低的土地，
建立属于自己的大型园
区。
在北京市更东、更南
和更北的地方，崭新大楼
竖立起来。每个早晨，人
群从北苑、回龙观和通州
等蜂巢般密集的居民区苏
醒，汇入万千道路，最终抵
达那些玻璃幕墙筑成的忙
碌世界。入夜后，无数窗
口在航拍里呈现出一片灿
烂星点，看不清个体的面
孔。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
人名均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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