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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也很注重孩子的學習
成績，因中國的中學差
別較大，所以學生想進
入好的中學需要有好的
小學成績。相比較美國
的小學多以 5 年制為主
，並向“廣”的方向發
展，美國的小學教師總
是設法引導學生把目光
投向課本以外的知識海
洋，力圖讓學生保持著
對世界的好奇心，注重
培養孩子獨立思考以及
解決問題的能力。如果
說中國的教育是注重知
識的傳授，那麼美國則
更加注重對孩子實踐能
力的培養。
中國初、高中 3+3
的模式，美國初、高中
則多以 2+4 的模式呈現
，有的州也會呈現 3+3
的模式。
中國的中學課程會
涉及語文、數學、外語

、物理、化學、生物、
地理、政治等主修加必
修課程。學生要記憶很
多公式，並做大量的習
題，並且由於學生要參
加中考、高考等相關考
試，在這種較重的升學
壓力下，培養出來的學
生無疑有著較強地應試
能力。
與中國高中文、理
分科相比，美國中學階
段不分文科班和理科班
，對學生的數理化基礎
知識掌握的要求並不高
，高中只有代數和幾何
屬於必修課，而且代數
不強求背公式，幾何也
強調證明過程。三角對
許多州屬選修課。但對
英文演講寫作訓練的要
求較高。學校設有很多
的選修課，可以讓你按
照自己的興趣發展。此
外，美國中學課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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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優秀，認識誰都沒有用

解讀中美基礎教育的差異
在中國，無論哪個
省份的學制基本都是相
同的模式，對於中、小
學生來說是九年義務教
育，十二年的基礎教育
。雖然，美國中學階段
基礎教育的年限設置和
中國的基礎教育年限相
同，且學制有很多相近
的地方，但是美國的學
制因地域及學校的不同
，相互之間卻存在著差
異。
中國的基礎教育包
括：幼稚教育 3 年;中小
學 教 育 分 為 小 學, 初 級
中 學, 高 級 中 學 三 個 階
段 共 12 年 。 小 學 和 初
中一共 9 年屬義務教育
階段。普通高中學制 3
年。
小學教育主要是注
重讓孩子們掌握讀、寫
、算的基本技能。這一
基本目標與世界各國的
小學教育相比較沒有多
大的差別。中國現在已
經普及小學六年制義務
教育，學生有免費享受
教育權利，而且學校大
都是公立學校，管理相
對嚴格，中國的小學教
育是向“深”的方向發
展，老師多強調讓學生
“吃”透課本內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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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榮譽課程、外語課
程以及多門可以對換大
學學分的 AP 課程，其
中涉及美國歷史、經濟
、體育、駕駛、娛樂和
性教育等方面。此外，
美國高中採取學分制，
如果學生成績差，可以
有相應的補救措施。
美國高中與中國高
中的另一個大的差別是
學校會在學生進入九年
級（高一）時，安排學
生參加校外活動，在學
生十一年級（高三）時
，學校會從社區或企業
、公司聘請指導人，幫
助學生進行具體職業規
劃。並且在高中的最後
一年，學校會安排學生
到社區某個部門、單位
實習，其服務情況鑒定
也會成為各大學錄取的
重要條件之一。
縱觀各大州的教育
體系，歐洲同中國的教
育體系相比而言差別比
較 大, 而 中 美 教 育 整 體
的銜接性較好，有利於
中國學生到美國學校繼
續學業。學術風格也與
中國不同，因此美國的
教育體系通常更適合中
國不同層次的學子繼續
學業。

不禁想起 10 多年前的一
次，偶然接觸到某“大人物
”，交流甚歡，蠻投緣的，
相互留了電話。原以為這是
很重要的人脈資源。不久，
剛好遇到一困難，想到了這
位“大人物”。於是，長長
地發一條短信，沒回！又打
去一個電話，結果，聽到二
個字：沒空！說實話，當時
很有挫敗感。
很多人都遇到過這樣的
拒絕，以為和對方留了電話
存了微信，彼此應該能幫忙
，卻忘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
只有資源平等，才能互
相幫助！
很多社交並沒有什麼用
，看似留了別人電話，卻在
需要幫助的時候，僅僅是白
打了一個電話。因為你不夠
優秀——雖然很殘忍，但誰
又願意幫助一個不優秀的人
呢？
2014 年，我在上海某院
校給教職工分享《時間管理
》的課程，有一位年輕的博
士生提問說：“自己正在忙
工作，常碰到一些不速之客
，該不該拒絕？會不會失去
人脈？”我說：
只有優秀的人，才能得
到有用的社交！
這位年輕的博士生感悟

道：“在沒獲得博士
學位之前，很少有人
主動找我，我懂現在
為什麼有人主動找我
了”。最後，他肯定
地表示應該多花時間
在自己科研專案上，
沒必要把時間浪費在
無效的社交上。
如果你不夠優秀，人脈
是不值錢的，它不是追求來
的，而是吸引來的。只有等
價的交換，才能得到合理的
幫助——雖然聽起來很冷，
但這是事實。
我身邊曾有這樣的一個
人，他每天的大部分時間都
是和朋友在一起，美其名曰
：交朋友，處關係。為了朋
友，常常忽略家人，與家人
在一起的時間非常少。
剛開始，身邊的確有一
群朋友圍著、跟著，在他的
心裡，有朋友就是有一切似
的。後來，處得還可以的人
漸漸地離去，為什麼呢？主
要原因是他們的事業越做越
好，除了沒有時間外，恐怕
就是覺得沒那個必要了。因
為，當你把時間花在混朋友
關係上時，自身沒有其它過
硬的本事，也沒能打好事業
的根基。
天有不測風雲，他身體
出了狀況，得了癌症。醫生

說跟平時生活習慣有很大的
關係，例如常常應酬導致喝
酒過量、生活沒有規律等。
令人難過的是，當朋友知道
他得了癌症，就像瘟疫一樣
離他而去，最後陪伴在身邊
的只有家人。
在你還沒有足夠強大、
足夠優秀時，先別花太多寶
貴的時間去社交，多花點時
間讀書、提高專業技能。放
棄那些無用的社交，提升自
己，世界才能更大！
當然，有一種情況除外
，你落難的時候，他說我們
是兄弟，你富有時，他仍然
說我們是兄弟。這種不離不
棄的人，才稱為真正的朋友
，他不適用於以上的規則。
這種人不用多，在這個浮誇
的世界裡，幾個就好。
范冰冰曾說，我不嫁豪
門，我就是豪門。對待人脈
這事也要拿出范爺的范：
我不追求人脈，我就是
人脈.

老師說這 4 句話時，你當真了嗎？
老師說這 4 句話時，千萬別
當真！否則耽誤孩子一生：

1 其實你家孩子很聰明
每當孩子考試沒有考好時
，家長是不是經常聽到這句話
？面對焦慮萬分的家長，老師
用這一句話就可以平息他們的
心火——“其實你家孩子很聰
明，只是沒有用心學，認真學
起來肯定好。”
我有一位做老師的朋友說
，這只是安慰家長的一句話。
可很多家長聽了這句話，懸著
的心就會放下來，既然老師都
這麼說了，那就說明孩子還有
希望啊，有希望成績就會提高

。
然而，就是這句不痛不癢
的話，不知道滿足了多少家長
，毀了多少學生。
為什麼？很簡單，大多數
人的智商都是尋常的，決定孩
子學習成績好壞的並不是智商
，學習拼得更多的是學習習慣
、時間管理能力、自製力和勤
奮。
好的學生之所以好，是因
為學習習慣好。什麼是學習習
慣好？就是重視每一天的學習
，踏實走好每一步，知識網路
上每出現一個漏洞，都用十分
的努力加以彌補。

2 這次孩子粗心了， 以
他的水準應該考得更好
很多家長聽了之後都會鬆
一口氣，我家孩子只是粗心了
，不是不會，再仔細些應該考
得更好。
什麼叫“應該考得更好”
？如果談“應該”的話，學生
每次考試都應該考滿分才對。
因為所考的知識都在課堂上講
過了，只要孩子知識記得牢固
，心思縝密，再加上靈活運用
， 應 該 考 100 分 才 對 。 可 見 ，
“應該”這種事情就是海市蜃
樓，水中望月，家長要做的是
直面現實，認清孩子的不足。

粗心是什麼？粗心就是沒
有用心；粗心就是基礎知識掌
握得不牢固，計算能力差；粗
心就是責任感不強，沒把心思
放在學習上。
漏了一兩道題目，可能不
是因為粗心，而是因為真的不
會做；算錯不代表粗心，很可
能是計算基本功不扎實，才導
致丟分；審錯題、看錯條件根
本不是粗心，是審題能力、理
解能力差。

一問老師，孩子是怎麼個活躍
法？是積極回答問題呢，還是
話很多，總坐不住呢，又或者
是為了表現自己亂答一氣呢？
很多孩子，為了引起老師
的重視，老師一旦提問，就嗖
的將右手高高舉起，而對於老
師的問題根本沒有思考，更不
知道答案。對於這樣的孩子，
老師剛開始可能還會讓他回答
，次數多了就會變成忽視，甚
至被老師排斥。

3 你家孩子上課挺活躍
的
這句話聽上去像好話，但
是又不能全當好話。家長要問

4 你家孩子自尊心很強
這裡的自尊心是什麼？
也許玻璃心，愛掉眼淚，
容不得老師批評一句；也許是

中美教育差距，帶給我的 6 次震驚
其中一位女孩子
。

第 1 次震驚

孩子高一的時候，我們有幸接待了一位美國
私立高中的同齡女孩，共同生活了一周。零距離
的接觸，讓我從中美兩個同齡女孩子身上看到了
我們教育的差距，甚至能想像到孩子未來面對這
樣的對手時，充其量也就是個高級打工仔！——
一位媽媽寫在前面的話。
來中國遊學的十幾位孩子都是來自 Country
Day School（鄉村走讀中學），據說這個學校全部
費用來自于富豪們的捐助，只收合符條件的孩子
，是標準的貴族子弟學校。在經過若干個表格的
事無巨細的專案填寫（細緻到父母的宗教信仰、
飲食習慣）和層層審核後，我家被確定負責接待

第一次見到
這個女孩子，個
子比我孩子高出
一個頭，瘦削高
挑，皮膚白皙，
臉上露著真摯的
微笑，非常動人
。第一頓早餐我
為孩子準備的是
揚州包子和小餛
飩，孩子們吃的
很開心，美國孩
子也使用筷子，
說是為了入鄉隨
俗特地學習的。
在用餐尾聲時，
美國女孩跟我說：“這是我吃過的最好吃的早餐
，非常謝謝您！”給我孩子做了十幾年的飯菜，
也沒聽到啥讚美。被讚美的感覺的確非常美妙，
一下子就把我們的距離拉近了不少。我第一次被
驚到了。

第 2 次震驚
晚餐，我做了我最拿手的番茄炒雞蛋、糖醋
排骨等三菜一湯，我們邊吃邊聊，非常開心。吃
完飯，兩個孩子依舊在聊天，我開始收拾碗筷，
美國女孩連忙站起來對我說：“Can I help you?"

看著這個孩子真誠地樣子，我連忙說：“不用了
，你們聊。”我的孩子看著我忙碌了十幾年都習
慣了，基本是熟視無睹。而美國女孩能為對方著
想，瞬間做出本能的反應，看來是習慣使然。我
第二次被驚到。

第 3 次震驚
我看到美國女孩子的護照已經很破舊了，就
很好奇地問：“你走過了哪些國家？”美國女孩
的回答讓我第三次被驚到了。“這是我的第三本
護照，大概走過了 30 多個國家。”看著我驚詫的
表情，她解釋說：“一般假期，我們學校都組織
同學出去遊學。這次是第一次到中國，主要去上
海、南京、北京和西安。”我在暗自佩服的同時
不由得發問：“你們這樣周遊世界，學習怎麼辦
？”要知道我們的孩子寒暑假幾乎都在各培訓點
啊。美國女孩看著我孩子一臉的羡慕說：“我們
平時的學習任務很重的，每天回家的作業量是 5 小
時。”
在聊到業餘生活時，我瞭解到美國女孩家庭
的基本情況：爸爸在自己的企業工作；媽媽基本
是家庭主婦，不上班。但是美國女孩強調她的媽
媽很辛苦，要負責家裡的日常生活、草地、游泳
池和直升機的日常養護；哥哥負責洗碗和協助媽
媽搞衛生；她則是負責家裡兩條狗和三隻貓的衣
食起居。一家人各負其責，井井有條。我們家是
爸爸、媽媽要上班，媽媽還要負責全家的生活，
孩子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只管學習。在對家庭義務
和責任方面明顯地我們差距很大。

第 4 次震驚

公主病，不合群，和同學相處
不愉快；也許是性子倔……現
象種種，老師也許真的不知該
如何對家長說，用一個“自尊
心”就囊括了。
一個人想要在社會上走得
更長遠，靠的不僅僅是學歷、
金錢，更重要的是為人處世的
能力。
現在的社會競爭力太強，
節奏太快，如果孩子敏感、脆
弱，不懂溝通，遇事就沉溺於
自己的小情緒，那將會沒有一
個人有耐心和磨嘰，而我們的
孩子也終將會被這個社會淘汰
。

我第四次被驚到的是聽倆孩子聊天。我孩子
問美國女孩子遇到最恐懼的事情是啥？美國女孩
子說是有一年的暑假，幾個家庭的父母把幾個 10
多歲的孩子送到原始森林裡，沒給帶水和食物，
沒有床和帳篷，跟孩子們相約一周後來接。那一
周是這個孩子最恐懼的，也是最刺激的。她告訴
我孩子為了不挨餓，他們生吃過抓來的老鼠。想
想他們的生存能力有多強！

第 5 次震驚
快要離開南京了，為了盡地主之誼，給美國
女孩嘗嘗最美味的中國菜，我們帶她到了南京最
繁華的地段----獅子橋，點了獲國家金獎的"雞煲翅
"，當美國女孩明白是魚翅做的，她非常堅決地拒
絕了這道菜：“這道菜我無法接受，動物需要保
護。”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甚至是不近人情。
我汗顏之餘，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第 6 次震驚
飯後，幾個孩子相約到附近的電玩城去玩，
除了我孩子和美國女孩外，我們還邀請了女兒的
兩個好朋友：兩個小才女。整個玩的過程我是聽
孩子跟我複述的：“媽媽，太可怕了，美國人太
厲害了！一進電玩城，兩個好朋友就上去玩了，
什麼好玩玩什麼。看得出平時繁重的學習壓力在
這一刻被化解了。而美國女孩子拉著我邊走邊觀
察什麼遊戲盈利最大，轉了一圈才鎖定目標，美
國女孩子贏了很多遊戲幣，分給我們三個，再去
找自己感興趣的遊戲玩。”我這一次不僅僅是驚
了，簡直是被震撼了：小小年紀就知道如何做到
利益最大化，處處深思熟慮。
我們的孩子其實不比美國的孩子差，只是我
們的父母、我們的學校、我們的社會教育，把孩
子們放在了溫室裡。很難想像，溫室裡能培育出
參天大樹！

中美教育方式的不同
女兒學跳舞已經十一年了，四五
歲就開始了。昨天是她們舞蹈學校的
“開放日”，歡迎家長們去觀摩，其
實是讓家長們感受一下她們平時訓練
有多苦。這麼苦，為什麼她能堅持十
多年？答案是：興趣。
下面兩張照片是她們上次參加舞
蹈比賽是老師給小朋友班彙報表演時
拍攝的，看看那些孩子們，動作沒有
一個學得 100％可是個個神氣活現，
精神十足，充滿激情。
在中國的孩子們如果學習舞蹈，
更強調的是整齊，統一，100％地拷貝
老師的動作。Google "兒童，舞蹈”
圖片，你能看到很多這樣童真消失了
的照片。
女兒昨天的練習，有一段是爵士
舞，中間一大段兩三分鐘時間是和三

個舞伴自然發揮，沒有
指定的動作，讓她們根
據自己對音樂的理解和
當時的心情去自由舞動
。看到女兒很流暢，自
信，投入地表演，我能
理解她十多年的“苦練
”後面有多少“甜”。
這個例子很好地反應了中美教育
方式的不同：一個強調樣板，紀律，
統一；而另一個是鼓勵個性發揮，自
由，獨立。
在美國，學習更重要的是學精神
，學能力，而不是內容。
創 新何嘗不是如此？前些天在報
上看到說寧波市政府要出 5000 萬培養
出 1400 個斯蒂夫！豈不知，斯蒂夫只
有一個！成批生產的還能是 Steve 嗎？

政府的好 意可以理解。錢，不如用來
去獎勵創新的成功者，讓更多的人參
與到創新的隊伍中去。5000 萬，可以
發十個諾貝爾獎了。可能是沒有辦法
找到適合得獎的人？那 麼，5000 萬，
也該用到教育改革上面去，讓學校停
止扼殺具有創新精神的孩子。
這些天還在繼續看 Steve Job 傳記
，能總結出至少 10 個中國的文化或者
制度扼殺 Steve 這樣人才的機會。過幾
天慢慢寫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