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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你们带来一个让人唏嘘的故

事——如果不是发现妈妈自杀，大男孩

张文兵永远不会明，这些年，妈妈为了

他，自己过得有多痛苦……

2010年农历腊月初八。

湖北省天门市一个小村庄里，鞭炮

声不绝于耳，一对新人结婚了。

新郎倌满脸带笑，不停低头作揖。

新娘子却满面寒霜，众人越闹腾，她面

色越阴沉。

不知是谁笑话开过了，新娘丢下茶

杯，一手捂脸，一手推开阻拦她的人，

跑了出去。

那一年，我14岁。新娘是我的妈妈

马艳丽，新郎是我的哑巴叔叔张金帆。

这场婚礼，很明显是场阴谋，我却

浑然不觉。

我叫张文兵，1996年出生在湖北省

天门一个小村子里。

小时候，父母一直都在广州打工，

只有过年时才会回老家，所以我从小就

跟着爷爷奶奶还有叔叔一起生活。

叔叔是个聋哑人，没法儿外出务工

，但是他放牛种地，捞鱼摸虾，样样精

通。我从有记忆开始，就成了他的影子

，在他肩上度过了整个幼年和童年。

那个时候，农村没有网络，也没有

智能手机，爸爸妈妈对我而言，仅仅就

是床头柜上的几张照片，叔叔才是世界

上唯一会纵容我，保护我的人。

我五六岁时，就懂些哑语了，可以

很熟练地用手势和叔叔对话，有时候还

会学着叔叔“说话”，惹得一些不怀好

意的邻居小孩喊我小哑巴，也招来奶奶

多次打骂。

叔叔为了保护我，常常捡了石子冲

嘲笑我的孩子砸过去。那些孩子吓得回

家哭诉，大人们都让孩子离我们叔侄俩

远点。

我刚上学时，老师调整座位，谁都

不愿意和我同桌，老师只好把我单独放

在角落。

那时候，叔叔总爱把牛牵到学校附

近去放，时不时跑到教室外面，隔着窗

户玻璃看着我傻笑。

每天一放学，我就会飞奔出教室，

扑向叔叔，被他甩到牛背上，美滋滋骑

着牛回家。

每到快过年，都是我家里最热闹的

时候。

爸爸和妈妈会坐着火车，拎着大包

小包回来过年。

妈妈比宣传画上的女明星还要漂亮

，她有一头及膝的长发，每次洗头发，

都是爸爸帮忙。

爸爸总是一只手拿着个装满温水的

瓶子，一只手细心地轻轻揉搓。听说那

叫干洗，他俩都特别享受。

刚开始几天，我死活都不愿意叫他

们爸爸妈妈，他俩就会拿出各种礼物哄

我开心。然而，当我刚刚粘上他们，他

们就会不顾我的哭泣和追赶，坐上客车

，绝尘而去。

他们总说一定要挣很多很多钱，到

城里去买房，然后把我弄进城里团聚。

可是直到我小学毕业，他们也没能攒够

买房子的钱。

奶奶和姑妈都说是因为我妈是个败

家精，拖累了爸爸。

听她们说，我爸爸高中毕业后，当

过几年兵，在镇上做辅警。一次去餐馆

里吃饭，遇见当服务员的妈妈，对妈妈

一见钟情。

他哪里知道，我外公好赌，家里的

种子耕牛都能拿去赌，外婆爱打扮怕吃

苦，家里一贫如洗，妈妈和两个舅舅都

没有正经上过学。

妈妈十三岁就在餐馆里端盘子，每

月工资都由外婆去领，她留给妈妈的零

花钱，连买包卫生纸都不够。

遇到爸爸时，妈妈才刚刚十六岁。

她痴心跟着爸爸回家。外公外婆知道后

，带着些街头混混，到爸爸家里大砸大

闹。

爸爸将复员得到的所有补贴都给了

外婆，他们才勉强同意让妈妈留下。

为了生计，爸爸不得不辞去公职，

带着妈妈南下淘金。直到我出生前，他

们才回到村里。我仅仅五个月时，他们

就狠心扔下我，继续南下。

初二那年的一天，姑妈突然跑到学

校，告诉我：“你爸上班路上出了车祸

，已经去世了！”她向老师请了假，带

我去见最后一面。

我跟着姑妈回到家里，奶奶正躺在

床上输液，见到我，她不顾手上的针管

，抱住我哑着嗓子痛哭。

我和爸爸相处不多，从姑妈嘴里得

知消息时，我并不觉得有多悲伤，直到

奶奶抱着我哭，我才感觉到难受。

由于爷爷奶奶都不识字，叔叔又是

哑巴，全家决定让在镇上做服装生意的

姑妈姑爹带着我去广州协助妈妈处理后

事。

我们到广州后，姑妈打妈妈电话，

妈妈关机了。姑妈按照地址找到工厂，

又通过爸妈工友带路，找到他们租住的

地方。

敲开门时，姑妈惊呆了。开门的女

人蓬头垢面，身上传出阵阵酸臭，狭小

的屋子更是脏乱不堪。

“妹妹，你这是遭了什么罪呀！”

姑妈抱着妈妈痛哭。

妈妈的工友说，我妈已经几天没有

进食，根本就不给厂里的人开门。姑父

一把将呆愣的我推到她俩中间。

“妹妹，兵兵还小，你不能想不开

呀！”姑妈让我快喊妈妈，把她的魂给

叫回来。我不知道怎么劝妈妈，只能伸

出手，学着像爸爸那样，去抚摸她粘在

一起的长发。

妈妈忽然紧紧搂住我，不停地流眼

泪。她嗓子已经发不出半点声音。姑妈

收拾好屋子，我妈散开的瞳孔终于重新

有了聚焦。

那几天，我天天都留在岀租房里陪

妈妈，爸爸的身后事全权委托给了姑妈

和姑父。

得知赔偿已经谈妥，妈妈把自己梳

洗干净，带着我去殡仪馆里见爸爸。

就在爸爸被推进火化炉时，妈妈忽

然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一把剪刀。不顾

周围人的诧异，她一把剪下留了十几年

的长发，然后将头发放在了爸爸怀里。

抱着爸爸骨灰回到老家后，我听姑

妈对爷爷奶奶说，爸爸的丧葬费都是厂

里处理的，肇事司机赔了30万，厂里赔

了18万，一共48万块钱，都在她身上。

爷爷奶奶小声嘱咐姑妈一定要放好

，先别给我妈。

安葬好爸爸，缓过情绪的妈妈找姑

妈要钱，姑妈拒绝了。

她说妈妈太年轻，迟早会再嫁，所

以一家人商量后，决定这笔钱暂时由姑

妈保管。

妈妈气愤道：“我是张金成的妻子

，他留下的一切都是我和兵兵的，你凭

什么霸着？”

“就凭你娘家一个个像冷血动物，

从我弟弟出事到葬礼前，没一个人露过

面，如今却忙着打听赔了多少钱，我可

不能让弟弟拿命换来的血汗钱都便宜了

外人！”

姑妈听说，外婆在爸爸葬礼上打听

赔了多少钱，所以说话很不客气。

妈妈千疮百孔的心再次被戳痛。那

时候，大舅和大舅妈正在闹离婚，大舅

妈赌气跑了，大舅不知所踪，二舅还没

成家，她谁也指望不上。

妯娌间闹得不可开交时，奶奶站了

出来。

她提出，让妈妈嫁给小叔。和小叔

领证后，就让姑妈把钱都交给妈妈。

妈妈抬头望着我，我站在叔叔身边

，一声不吭。

妈妈改嫁叔叔，对我而言，意味着

什么呢？意味着妈妈可以一直留在我身

边，我再也不是留守儿童了。两个都是

我最爱的人，这样的安排，不好吗?

只是，我只顾着自己的欢喜，忽略

了母亲眼中流露出来的那份挣扎。

妈妈沉默很久后，低头答应了他们

的要求。

于是，故事出现开头一幕。妈妈本

想低调了事，爷爷奶奶却想大办。寡嫂

要嫁哑巴小叔子的消息，就长了翅膀一

样，成了方圆百里的丑闻。

外公外婆没脸来参加婚礼，二舅却

正巧赶上了，气得砸了婚宴，变成了一

场闹剧。

妈妈改嫁后，再也没有出去打过工

。

家里用爸爸的赔偿款建起一栋漂亮

的两层小楼，还添置了彩电、冰箱等电

器。

我继续读书，叔叔继续接我。每次

我回家，叔叔都会早早地骑上摩托车，

守在村口站台等我。

一看到我下车，便会快速冲过来，

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绑在摩托车后座上

，兴奋地对着我手舞足蹈。

回到家，我就能吃到妈妈做的饭菜

，比奶奶做的好吃太多。我感觉从未有

过的幸福，学习更加努力。

中考时，我以全区状元的成绩考入

市一中，为家人挣足了面子。

只是不知为何，曾经漂亮水灵的妈

妈，越来越消瘦憔悴。

每次在饭桌上，我连说带比划给爷

爷奶奶和叔叔讲城里如何漂亮，城里同

学连鳝鱼和蛇都分不清楚，惹得他们呵

呵大笑。妈妈却总是默默扒饭，然后去

喂猪喂鸡。

“妈，你好像越来越瘦了，去医院

检查一下吧？”我感觉身高1米65的妈

妈，可能连90斤都没有。

“医院那就是烧钱的炉子，妈又没

哪里不舒服，干嘛浪费那个钱。”妈妈

摇摇头，还说有钱难买老来瘦。

我提醒叔叔抽时间带妈妈去医院里

看看，没等叔叔回应，奶奶就一脸嘲讽

：“你瞎操什么心，你外婆哪天不来讨

钱了，你妈自然就好了。”

高一下学期，我有次放月假回家，

妈妈悄悄问我想不想要个弟弟妹妹。

“不要，我都十七岁了，要个弟弟

妹妹多丢人呀！”我条件反射般表示坚

决不要。妈妈听后什么也没有说，我根

本就不知道她当时已经怀孕。

等我上学后，妈妈自作主张去打了

胎。一出小月子，就借口去市里接我放

学，直接到医院做了结扎手术。

奶奶知道后，怂恿叔叔狠狠地打了

妈妈。

那天我就在楼上做功课，心疼妈妈

，却又暗地里庆幸，终于不再担心有弟

弟妹妹了。

这些年，虽然我看起来阳光开朗，

但童年被村里人讥笑、同龄人排斥的心

理阴影一直如影随形。所以，我害怕叔

叔有亲生的儿女，不希望有人分享属于

我的温暖。

从那以后，妈妈和叔叔就分居了，

妈妈搬回了她和爸爸住过的房间，除了

默默干活，很少言语。

奶奶却变得越来越尖利，经常无缘

无故骂妈妈。有时候看到我在家，爷爷

就会吼奶奶几句，奶奶才会稍微收敛一

些。

后来，我顺利考上省内一所重点大

学，从天门来到武汉。

大一暑假，我回到家，发现妈妈经

常很早出门，晚上很晚回来，除了和我

说上几句话，几乎不搭理任何人。

叔叔也没了从前的精气神，不知何

时，还学会了抽烟喝酒。

一天半夜，我正在熟睡，楼下传来

“呯”地一声，似乎是椅子倒地的声音

，接着传来妈妈的哭泣声。

我穿上拖鞋，拉开灯，迅速跑下楼

，看到妈妈房门大开，叔叔正在撕扯她

的衣服，妈妈的样子十分痛苦。

我冲上前，拉开叔叔。我已经很高

大，没使多大力气，就将叔叔推倒在地

。爬起来后，他似乎酒醒了些，望了望

我，踉踉跄跄走出房间。

我这才注意到，妈妈房门中间有个

大洞，门锁也早坏了，她拿椅子抵着，

说那个洞是叔叔酒醉后用拳头捶的。

“妈，对不起！”我哭着对妈妈说

。我意识到，如果我当初同意妈妈生下

那个孩子，她和叔叔也不会过成这样。

“没事儿，妈已经麻木了，人家孩

子都在外面打暑假工，以后放假你也在

武汉找点事做，尽量少回来。”妈妈说

，她希望我能早点自立。

于是大二大三，我都留在武汉打工

，很少再回老家。

2020年1月15日，我从武汉回到老

家过年，没想到几天后，武汉就因为疫

情封城，接着老家也开始封城封村。

我们一家五口人，按要求居家隔离

。因为这次隔离，我再次见到了叔叔酒

后殴打妈妈的场景。

那天睌饭后，我早早缩回楼上，忽

然听到楼下传来桌子挪动的声音，接着

是叔叔熟悉的叫唤，我迅速跑下楼，看

见叔叔正揪着妈妈的头发，面目狰狞。

我跑上前，扒开叔叔的手，将瘦弱

的妈妈护到身后，大声呵斥叔叔。奶奶

从她房间里走出来，让我小孩子别管大

人的事情，回楼上看书。

我红着眼睛问奶奶：“叔叔这样对

我妈，您和爷爷一墙之隔，就听不到吗

？”奶奶说：“你妈是自找的，谁叫她

不守妇道。”

我已经二十多岁了，感情的事情，

多多少少懂了些。奶奶的话让我回过头

，一脸狐疑望向妈妈。

妈妈说奶奶血口喷人，踉跄着往自

己房间走去。我赶紧上前扶着妈妈进房

。

妈妈躺在床上，小声解释说，她在

村里酱菜厂打工时，跟着工友们学会了

玩抖音。为了打发时间，经常凑在一起

拍视频，工友有男也有女，奶奶知道后

，非说她不正经，让叔叔管管她。

我拿过妈妈手机，陪着她看她拍的

那些视频，还教她怎么拍，效果会更好

。那个晚上，她显得非常开心。

第二天，我约叔叔陪我从后门溜出

去，绕到远离人群的河边钓鱼，在他习

惯性拿出烟准备抽时，我一把夺过来，

扔进河里。

我让他爱惜身体，戒掉烟酒，和妈

妈好好过日子。叔叔比划着说，是妈妈

不想和他过了。

这次轮到我沉默了。

村里解封后，我跟着同学去了深圳

，很快找到不错的工作。

4月22日上午八点多，我在公司刚

开完晨会，就接到大舅电话，说我妈喝

了农药，正在医院抢救，让我火速请假

回家。

当时，深圳飞往武汉的航班已经恢

复，我买了最早一班飞机回家。

赶到医院时，大舅铁青着脸将妈妈

的遗书扔到我面前：“你妈身上好多都

是新伤，你过年在家两个多月，是耳朵

聋了，还是眼睛瞎了？”

我不敢面对舅舅的指责，捡起地上

的遗书，走到熟睡的妈妈身边。舅妈说

妈妈已经过了危险期，让我坐下来陪陪

妈妈，她和大舅出去买饭。

舅舅舅妈走后，我打开妈妈的遗书

：

“儿子，对不起，爸爸妈妈欠你太

多了，小时候没有能够陪着你长大，让

你过早成熟，看着你和村里那些年纪差

不多的孩子们玩不到一起时，妈妈的心

很疼很疼。

所以才会如你所愿，嫁给你叔叔。

现在你长大了，妈妈累了，想去找你爸

爸了……”

信很长，我看得正掉泪，一双手轻

轻抚上我的脸。

“妈，你醒了？要不要喝水？”我

放下遗书，紧紧抓住妈妈的手。

妈妈为我改嫁，我帮妈妈离婚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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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美教育的差异，一个看起来

是悖论的现象特别能引起人们的浓厚兴

趣。

一方面：

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勤

奋刻苦，学习能力——特别在数学、统

计等学科领域——超乎寻常，在国际大

赛中屡屡摘取桂冠，将欧美发达国家的

学生远远甩在后面。

另一方面：

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整

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

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至今也只有一位

本土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

难怪钱学森先生会发出最后的拷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

人才？

与此类似的另外一个看起来也是悖

论的现象是：

一方面：

美国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被公认

为竞争力不强，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

这一点。和其它国家——特别是和中国

、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

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和水平较差，在各

种测试中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值。

另一方面：

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独步全球，美

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始终引

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一个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

了一个当今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

这也许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

一。

在通常情况下，优秀学生的基数越

大，未来从中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能性

就相应越大。然而，当下现状正在考验

着中国教育：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学

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着。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要

问：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这也促使

我们反思：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教育？

今天越来越多的我们——无论是教

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已经渐渐忘记了教育

的目的。教育似乎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

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师上

课是为了谋生；学生上学在义务教育阶

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为

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校长看上去像是

一个企业的总经理等等。凡此种种，无

不显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古代中国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关于

社会和人生的伦理学训练。教育固然有

其功利化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性的一

面：学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典的经书来

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务

，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下苍生。

科举制废除之后，基于政治经济文

化的颠覆性变革，中国教育走上了向西

方学习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语言

、学制和评估体系。这一源于特殊历史

环境下的教育体系尤其强调功利性的一

面，即教育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某种问

题而存在的：教育为了救国；教育是实

现现代化的工具和基础等等。

到了当代，教育更加呈现出相当显

着的工具性特征：学生们希望通过教育

获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们能够

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增强他们在就业

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获得更高的社会

地位和物质财富。如果教育不能帮助他

们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

抛弃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读

书无用论”渐渐开始抬头的思想根源。

反观美国，其教育也有功利性的一

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附

着于公民教育背后的产物。越是优秀的

教育机构，越强调教育对人本身的完善

。即使是公立教育机构，也依然把提高

本地人民素质作为最根本的教育目标。

因此，实用主义哲学最为盛行的美

国，在教育领域却非常地“不实用主义

”：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教给学生的

越是些“无用”的东西，如历史、哲学

，等等；越是优秀的学生，越愿意学这

些“无用”之学。

实际上，美国学生之所以基础差，

和美国中小学的教学方式有直接关系。

美国教育界深受古希腊苏格拉底

“产婆术”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教育

是一个“接生”的过程，教师就是“接

生婆”，人们之所以接受教育是为了寻

找“原我”以不断完善自身。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知识非他人所能传授，主

要是学生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自

我领悟的。

所以，在美国课堂里无论是大学、

中学还是小学教师很少给学生讲解知识

点，而是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引

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学生的阅读、思

考和写作的量很大，但很少被要求去背

诵什么东西。

美国学校教育是一个观察、发现、

思考、辩论、体验和领悟的过程，学生

在此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思考问题、寻找资料、得出结

论的技巧和知识。虽然他们学习的内容

可能不够深不够难也不够广，但只要是

学生自己领悟的知识点，不仅终身难以

忘记，而且往往能够举一反三。

与之相比，中国学校教育深受孔子

“学而时习之”思想的影响，老师把知

识点一遍又一遍地教给学生，要求学生

通过不断地复习背诵，使之成为终身不

忘的记忆。

这种教学方式对于传统的人文经典

教育是有效的，但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教育而言，其弊端显而易见

：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扎实，但也

因此束缚了思想和思维，丧失了培养创

新意识的机会。

从教育的目的和教学方式出发，中

国和美国关于“教育有效性”的理解可

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提高教育有效

性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价值观教育自然而

然地融入教育的全部过程之中。这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统一的高考录取体

制对基础教育的制约和影响，以及社会

外部环境的变化，教育的过程正在逐步

被异化为应付考试训练的过程。

目前，这个过程正在向低龄化阶段

发展。由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比

拼心理，对儿童的早期智力开发正在进

入历史上最狂热焦躁的阶段。越来越多

的孩子从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乐，不快

乐的时间一再提前。教育提供给人们的

，除了一张张毕业证书外，越来越难以

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平和。

我们之所以送孩子上学，并不是因

为孩子必须要上学，而是因为他（她）

们要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上

学是一个人为了实现人生目标而必须经

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也

是首要的一件事是：认识到你未来会成

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人生不是一场由他人设计好程序的

游戏，只要投入时间和金钱，配置更强

大的“装备”就可以通关。一旦通关完

成，游戏结束，人生就会立即面临无路

可走的境地。人生是一段发现自我的旅

程，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认识

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

像是远方的一座灯塔，能够不断照亮前

方的道路。

中美教育差异论
千万别忘记了教育的目的

在中国，老师是课堂的主角，老师

讲课的时间至少占课堂教学的四分之三。

中国老师一般都非常重视记忆的作用，认

为其对于知识的积累和灌输有重要意义。

背课文、背公式，是中国课堂上最常见的

记忆形式。通过大量锻炼记忆能力，使得

中国学生掌握更大的知识维度和大脑计算

模式，学生的优劣在于是否能够灵活运用

。

在美国，学生是课堂的主角，而老

师只充当导演角色，他们用各种讨论交流

的方式进行引导，学生畅所欲言。美国教

育强调个体本位，中小学教学都已学生为

中心，课堂上大部分时间留个学生动手动

脑，从小鼓励学生做研究。这种模式从根

本上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师生关系

这也是导致中美学生能力差别的重

要原因之一。中国在数千年儒家思想的熏

陶下，一直把“尊师重道”看做师生交往

的重要原则。老师和学生的等级和规矩是

需要严格遵守的。美国的老师更像是课堂

的运营者，而尊重是建立在双方的基础上

，即老师也要尊重学生的权利，维护他们

独立个体的形象。这样的关系给了学生很

大的独立空间。我们在谈论中美学生时总

认为美国学生更有想法和创造力，其实这

并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而是深入到教育

理念层次的差异化体现。

老师大多起到的是传道授业解惑的

作用，看似没有问题，但与学生没有太多

的互动并且只给标准答案。西方式的教育

，老师大多会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性格，

因材施教，激发他们独立的思考能力。

体制环境

由于不同体制的原因，中方大多培

养的是记忆能力。西方式的教育，大多培

养的是信息处理的能力，人脑总归有限，

尤其是在信息化爆炸的时代。搜索资料的

能力，远远重要于记忆力。

由于国内提供的科目种类较少，学

生大部分时间又被课业占据，所以大多数

国内学生对自己未来的专业和职业规划没

什么概念，最后专业多半也就是听著亲戚

朋友的意见选了。更可怕的是，在国内高

校要转专业还非常麻烦。

美高丰富的活动和课程，让学生对

自己未来从事的领域更有想法。然而在美

国大学里，专业调整比较容易。许多美国

高校甚至都不要求学生在大一大二时就定

专业，鼓励学生广泛地去体验不同领域的

课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通识教育）。

美国的教育环境整体没那么功利，

感觉不论怎样的爱好、怎样的人在未来都

有一席之地。在美国，我感受到了一种对

于各类知识、各类兴趣爱好不分贵贱的平

等和尊重。在美国学校里，不管学生钻研

了哪方面的知识，都会有人认可他们在自

己所感兴趣的领域里所做出的努力。

还有一点要澄清的是，虽然美国崇

尚快乐教育，崇尚学习不是生活的全部，

但这绝不代表美国人不认真读书。我交流

的学校里，厉害的学生做的题目难度也是

魔鬼级别的。美高的学习也不像国内描述

的那么轻松。许多美国学生考SAT也会

做练习，也上prep class，相应的教辅书

也会去买了做。

很多美国学神的级别甚至是国内顶

尖学霸都难以企及的，又聪明又勤奋，不

但会读书还会搞活动。

中美教育在方式上确实存在著差异

。中国的教育理念，更多的是主张标准化

生产。中国教育特别重视所谓的“双基”

，重在练“基本功”，强调掌握基础知识

。美国的意识形态则源于所谓的天赋人权

，更注重学生的创造力和逻辑性，更将就

个体发挥到极致之后对于国家的贡献。

在固化思维下，很多人简单粗暴地

把美国=有创造性，数学差，中国=数学

好，死板，创造性不足。举例来说，我们

看中国人写的教程，往往干活或条条框框

的东西较多，演绎的案例之类较少；而西

方人写的教程，往往条条框框很少，演绎

的案例较多。这其实是一种教育上体制上

的差别，导致个体的方法论不同。

家庭教育是个人素质培养的最主要

方面。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中国的家庭

教育占70%，而这个情况在美国要占到

50%。

教育目的

美国父母希望把自己孩子培养成一

个能自理的“独立人”。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当孩子还年幼的时候，父母就给孩子

布置一些任务，要求他们独立完成。从锻

炼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出发，采取放手而

不放任的方式。在学习方面美国家长也很

少监督孩子作业是否完成，相反更注重发

挥他们的天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些都

反映了美国家庭从小希望孩子独立的愿望

。

中国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努

力有一个美好的将来，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他们不会把培养孩子独立能力放在首位

，相反，他们处处为孩子考虑，规划未来

。在教育上以克己复礼为标准，强调集体

的意义，由此对孩子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约

束。学习方面，如今中国的K12教育，家

长监督已经成为孩子学习的重要环节，以

各种形式如小学家长群收发作业，督促辅

导。这种广泛的模式让中国学生有了良好

的知识基础和行为习惯。

中美教育目的的差异，导致孩子在

能力表现方面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学生的

计算、背诵各种基本功扎实，在数字计算

拥有绝对实力。当然教育方式也在逐渐的

提升中国学生的实践能力，增设了更多发

散式学科。再加上各种青少年科技大赛、

创新大赛，给中国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创

造空间。

教育方式

中国式的教育，家长大多期待孩子

们在受教育后，未来事业上能获得成功，

能赚更多的钱。西方式的教育，家长大多

关心孩子们在受教育后，生命是否得到成

长。成长比成功重要。

做父母的最重要的是鼓励孩子成为

最好的自己，不断完善孩子的各项能力，

不能只做舍得为孩子花钱的父母。

美国仍是中国留学的最大输出国。

在这种环境下，中美两国的教育，一个自

上而下，一个是自下而上。不同方式的推

动，导致了人才出口的差别。我们在面对

这些差异时，还是保留自我的方式特点。

这才是如今我们应该有的辩证思维。

师生关系，中美教育差异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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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
司法部的檢察官調查了在俄勒岡州波
特蘭市對當地官員提起刑事或民事訴
訟的可能性。司法部發言人說，因為
他們沒有處理好數週的抗議活動，使
抗議者在一段時間內圍困了聯邦法院
和其他建築物，企圖推翻美國政府。

這個想法是由司法部總檢察長威
廉·巴爾（William Barr）提出，目的

是推動聯邦檢察官採
取積極行動，以打擊
圍繞全國抗議活動的
暴力行為。這些抗議
活動是因五月份明尼
阿波利斯警方殺害了
黑人喬治·弗洛伊德
而引起的。
通常，在波特蘭的

動蕩時期，即在相對
較小的案件中，當地
檢察官會率先對實施
暴力的人員提起訴訟

，通常由地方檢察官來執行，但巴爾
敦促更多地使用聯邦起訴。

自 6月以來，司法部宣布針對
250多位參與暴亂的人提起指控。

波特蘭市的地方官員和特朗普政
府曾多次就如何應對該市針對警察暴
行和種族不公平的抗議活動發生沖突
。自從弗洛伊德死後幾天以來，這種
抗議一直在數個城市肆虐數月。

波特蘭市的緊張局勢升
級，特朗普政府派國民警衛
隊前往該市，作為保衛聯邦
建築物和古蹟的一部分，抗
議者與這些部隊人員發生沖
突，導致雙方受傷。

波特蘭市長泰德·惠勒和
俄勒岡州長凱特·布朗呼籲解
散國民警衛隊，以便他們自
己解決抗議活動。俄勒岡州
檢察長艾倫·羅森布拉姆（El-
len Rosenblum）對國土安全
部提起訴訟，要求法官宣布
聯邦官員在俄勒岡州的行為
非法。

7月下旬，布朗與特朗普
政府達成了撤回聯邦官員的
協議，但是抗議活動中警察
和示威者之間的沖突仍在繼
續，打砸搶燒隨處可見。

惠勒在上個月底的新聞發布會上
問：“總統先生，您真的想知道為什

麼這是幾十年來美國第一次看到
這種程度的暴力嗎？”

“您是造成仇恨和分裂的人。是
您沒有說出黑人被警察殺害的原
因，執法人員也是如此。”
巴爾抨擊了一些偏左的地方律師
，他們對刑事執法的看法促使這
類起訴減少，暴亂持續增加。在
與檢察官的全國性電話會議中，
總檢察長最近提出了根據很少使
用的《煽動法》，對一些暴力抗
議者進行指控的可能性，這使得
企圖推翻美國政府的行為構成犯
罪。
這個問題在保守媒體中引起了人
們的關注，巴爾也對此予以了密
切關注，並且眾所周知，他不時

關注這個問題。
盡管如此，上週總檢察長提出這

個想法時，一些聯邦檢察官還是大吃

一驚。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

秋後算賬秋後算賬：：根據根據《《煽動法煽動法》》
美國司法部調查起訴波特蘭美國司法部調查起訴波特蘭

當地官員的可能性當地官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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