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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对不起！”“妈，是我对不

起你！”我伏在妈妈身上失声痛哭。

我知道真正将妈妈逼上绝路的，是我

的软弱和自私。

“兵兵，你有了工作，也成年了，有

些事情，妈妈也不想再瞒着你。”妈妈慢慢

告诉我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原来当初妈妈和叔叔领证后，姑妈并

没有将爸爸的赔偿款全部给妈妈，只给了她

18万，扣了30万在手里。

妈妈去找奶奶讨说法，奶奶说只要妈

妈一心和叔叔过日子，钱迟早会给她。

没多久，奶奶说这些年村里都盖起了

楼房，现在左邻右舍台阶都比我们家高，让

妈妈拿钱出来建房子。

妈妈去找姑妈要，姑妈说30万她存了

10年定期，不能动，让我妈先用手里的钱

。

妈妈担心以后无法供我读书，奶奶当

即承诺，以后家里土地的收成都会交给妈妈

做开支。

妈妈再次相信了这番话。然而，新房

建好后，奶奶的承诺立刻喂了猪。妈妈要不

到爷爷奶奶的钱，只好找叔叔要钱。

然而，叔叔交了几次后，奶奶就背着

妈妈，让叔叔把钱上交给自己。还提醒叔叔

，妈妈长得像妖精似的，别老给她买好看的

衣服，小心她让人给拐跑了。

叔叔真的不再给妈妈穿新衣服，买化

妆品，由着妈妈渐渐变憔悴。

妈妈说：“儿子，我不是不想和你叔

叔过日子，可是他什么都听你姑妈和奶奶的

，太让我寒心了。”

接着，妈妈又说了一件把她逼上绝路

的事。

就在几天前，眼看我大学毕业，妈妈

想找姑妈要钱给我买套房。

姑妈先说等我结婚时，自然会给我。

后来又骂我妈没事找事。妈妈气得坐在她家

里，说见不着钱，就不回家。

姑妈索性实话实说，钱都拿去给她儿

子填了赌博的窟窿。

妈妈听完气得直哆嗦。姑妈儿子去年

借高利贷赌博，输光后人跑了，追债的把他

媳妇抓去关了一天一夜，这事儿，妈妈是知

道的，奶奶还把压箱底的钱都给了姑妈。

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将爸爸拿命换

的钱也一起花掉了。

姑妈服装店倒闭了，一家人没有正经

工作，让她还钱，估计这辈子都别想了。

妈妈感到特别绝望，回到家里，把爸

爸的照片抱在怀里，然后给我留了封长长的

遗书，喝下了整整四支农药。

正巧被去我家的舅妈发现，加上现在

的农药都是菊脂乳油，没有多少毒性，才捡

回一条命。

妈妈住院期间，叔叔每天都会过来。

只是来一次，舅舅赶一次，舅舅说妈妈出院

后，不可能再跟叔叔一起生活。

一个星期后，妈妈出院了，被舅妈接

回了家。

回家路上，我下定决心，帮妈妈要回

自由，带她离开这里，跟我一起生活。

我一进家门，奶奶就连忙说，妈妈自

杀和叔叔没有任何关系。

“奶奶，我不是三岁小孩子了，有明

辩是非的能力。”我冷冷地说。

想起妈妈因为我受过的那些痛苦和委

屈，我只想狠狠地扇自己几个耳刮子。

我走向蹲在后门口抽烟的叔叔，在

他身边蹲下来，沉默良久后，比划着让

他和妈妈离婚。他看了看我，站起身离

开了。

奶奶看见，气得满脸通红，抚着心口

说：“外人都知道宁毁十座庙，不拆一桩婚

，你这做儿子的，却想拆散自己父母，会遭

天打五雷劈！”

一旁的姑妈也骂我忘恩负义，说早知

道我是头喂不熟的白眼狼，不如当初不管我

死活，由着我自生自灭。

我冷冷地望着她说：“对，我就是头

白眼狼，让我妈为我吃尽苦头，受尽委屈和

折磨，比不上您那个孝顺的儿子！姑妈，我

刚工作，处处需要用钱，您能把我爸留给我

的30万还给我吗？”

姑妈气得两眼发白，抬起手，想给我

两巴掌，看看我已经高出她一头，又垂下手

臂，大声哭骂。

知道真相后，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像以

前一样尊重她。所以我只是看着她哭，半句

安慰话也不想说。

我是造成妈妈半生悲剧的根源，她则

是祸首。

这些年，我无视妈妈的苦痛挣扎，总

幻想着等她和叔叔年纪大了，会自然而然过

好。妈妈的自杀，让我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内

心，承认叔叔于我是恩人，于妈妈，却是罪

人，毁了她半生幸福。

姑妈和奶奶被我气得罢工，晚饭是叔

叔做的，有我最爱吃的泥鳅炖老黄瓜。

叔叔把泥鳅一条条往我饭碗里夹，我

放下筷子，双手比划着：“叔叔，等我妈好

了，你俩离婚吧！我会带她走，将来也会给

你养老。”

看着我比划完，叔叔筷子上的泥鳅滑

落到地上。

“我以后会好好对她，不会再打她了

。”叔叔涨红了脸，比划着说他不想离婚。

“兵兵，别逼你叔叔了，你这么做会

遭报应！”姑妈狠狠地瞪着我。

“我会不会遭报应不劳您操心，您还

是先想想有没有办法把钱还给我妈！”我口

气不善，气得姑妈扔下碗就出去了。

“张文兵，你吃张家的，喝张家的，

怎么变得和老马家一样无情无义了？”奶奶

厉声呵斥我。“是，我是无情无义，欠了我

妈，也欠着你们。”我扔下筷子，也回了房

间。

半夜，叔叔爬上楼，进了我房间，我

故意装睡，他无声无息在我身边躺下。

黑暗中，我泪流满面。他和妈妈结婚

以前，都是和我睡一张床。

幼年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我

所有的欢乐都有叔叔的影子。越回忆，纠结

和痛苦越深。

妈妈和叔叔都是我的至亲至爱，我谁

都不想伤害。可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

不负卿？

那几天，我一直处在忧虑和惶恐不安

中，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一天夜里，我胃

疼得浑身冷汗直冒，晕死过去。

醒来时，我躺在村卫生室，爷爷奶奶

和叔叔都一脸焦急守在一旁。

“你个憨批，你就是奶奶的命呀！你

说你要是有啥好歹，奶奶活着还有什么盼头

。”奶奶几乎是跪在我床边，不敢眨眼地望

着我。

村医说我血糖非常低，可能是没吃东

西又忧思过重。输完液回到家，奶奶让我躺

着休息，我说我要去舅妈家里看妈妈。

“和你叔叔一起去接她回来。就算和

你叔叔拆伙了，这也是她家。”奶奶叹口气

。

被我这么一吓，奶奶终于同意让叔叔

和妈妈离婚了。

将妈妈接回来后，第二天，妈妈就和

叔叔办了离婚手续。拿到离婚证后，妈妈买

了很多菜，和叔叔一起下厨，我们一家人平

静地吃了顿团圆饭。

晚上，我去妈妈房间，准备告诉她机

票定好时，看到她在擦她和爸爸的照片，仔

仔细细，一张张擦着。

“兵兵，你爸爸非常爱你。”看到我

进来，妈妈忽然说。我一阵心虚，我从小就

拿叔叔当爸爸，对爸爸的记忆极淡。

“妈，我以后有了孩子，再难也会带

在身边，亲眼看着他长大。”我拿过一张小

时候的全家福，边看边说。

第二天一早，叔叔骑摩托车送我和妈

妈去车站坐车。初升的阳光映得他掺杂在黑

发里的那一丝丝白发格外刺眼。

我忽然想起刚上学时，他站在学校窗

外看着我的情景，那时候，我和他都充满欢

欣，可今天的他却似有千言万语，又不知如

何表达。

我匆匆跑下车，紧紧抱住他，伏在他

肩头失声痛哭。我意识到，这个承载了我幼

年童年所有喜怒哀乐的肩膀，依然孔武有力

，只是再也驮不动我了。

他流着泪打着手势说爷爷奶奶他会照

顾，让我别担心家里，好好照顾妈妈。

到了深圳后，我租了间小房子安顿好

妈妈，回到公司继续上班。发了工资后，我

拉着妈妈去商场，准备给她买几身衣服。

妈妈臭美地走向化妆品柜台，对我说

：“听说现在到酒店里扫厕所都要化妆，你

妈我可得好好打扮打扮，再找份工作挣钱。

”

“买吧！想买啥买啥！我的愿望是让

马艳丽永远明艳美丽。”我跟在后面拍马屁

。妈妈愣了一下，继而又笑起来，眼泪在眼

眶里打转。

小时候，我在爸妈房间里看到过一张

明信片，背面写着：“我要让马艳丽永远明

艳美丽。”

字苍劲有力，应该是爸爸的誓言吧！

从此以后，换我替他守护这个女人，直至终

老。

我用剩下的工资给叔叔买了智能手机

，给爷爷奶奶买了衣服，快递回老家。

只过了三天，叔叔就发来视频请求。

我打开视频，就看到爷爷奶奶穿着我买的衣

服，正乐呵呵地看着我。

叔叔比划着告诉我家里都很好，说村

里要发展小龙虾养殖，他也报了名，问我可

不可以。

我说：“当然好呀，我们公司老总是

天门人，你养好了，明年我请他们去家里玩

儿。”叔叔立刻开心起来，爷爷奶奶也频频

点头。

我望着他们，眼眶湿润。我们每个人

都不完美，所以才会有伤害和痛苦。但在亲

情面前，并没有真正的坏人，不是吗？

妈妈为我改嫁，我帮妈妈离婚
下

面对病魔的时候，有人坚强又浪漫。

在校长岗位上19年，送走老父亲，他

终于把时间交给了自己。这条抗癌路，他有

家人和学生，也有音符和浪漫。

医院胸外科的病房里，总会响起病人吹

气球的声音。

铆足劲儿，深吸一口气，把气息灌注到气

球里，手放开，气球快速“泄气”，一次护士

交代的肺活量训练就算完成，有助于治疗。

侯荣臻的病房，却有些不一样。

那段时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

楂树》，这些老歌的旋律通过口琴传出，回

荡在楼道里。医生护士停下脚步，隔壁的病

友也来听，还把家人带来的水果分给侯荣臻

一些。

侯荣臻吹气球，也爱吹口琴。从小喜欢

音乐的他，住院后总觉得少点什么，“反正

都是练肺活量，吹琴唱歌也一样嘛。”

那是2015年3月，当了19年中学校长

的侯荣臻没能像往常一样踏入校园，而是走

进了医院。时间再往前拨一个月，侯荣臻送

走久卧病床的老父亲，才把注意力转移到自

己肺部的阴影上。医生对侯荣臻妻子孙秀骅

说:“老侯的病要重视”。

握着崭新的口琴，侯荣臻不知道手中的

曲子还能吹多久。

“三人”赛跑，他在最后

2014年7月体检的时候，侯荣臻54岁。

他自觉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相信自己会得

癌症。

那时，摆在他眼前，更迫切的是自己工

作的太原市育英中学。

育英中学坐落在太原市杏花岭区，这片

区域是太原人俗称的“北边”。和新楼盘云

集的南边相比，北边的建筑大多没那么亮眼

，2017年完成原址重建的育英中学是个例外

。从蓝色的塑胶操场望去，民国建筑风格的

教学楼引人注目。

比起现在，侯荣臻发小窦毅华更记得

2013年时育英中学的样子。那年6月，他送

侯荣臻来这里入职。

一栋六层高的楼写着大大的“请勿靠近

”，很多宿舍楼被标成了“危房”，操场的

旁边，大门侧面是一间厕所，“你不用进门

就能闻到味道。”

摆在新校长侯荣臻面前的，是学校的改

建任务。他从这里的跑道上起步，一步一个

脚印，说服职工、请教上级、选择校址、讨

论方案、分流学生……却也走进了个人健康

、事业发展和家人感情的特别赛跑中。

体检机构告诉侯荣臻，他的肺部有三个

小阴影，疑似钙化点，也有可能是结节。

知道消息是中午，放下饭碗，侯荣臻和

同在教育系统工作的妻子孙秀骅一起请了假

，开启了两天连轴转的求医，“我俩身体都

很好，当时真的难以置信。”

在山西，他们得到了专家的两种建议：

影像科医生认为可能是钙化点，建议观察;

外科医生认为是结节，有肺癌的可能性，建

议切除。夫妻俩心里没谱，买了傍晚的动车

，想去北京再看看专家。

第二天在北京，得到了和山西医生类似

的两种建议方向，他们在回家的车上，再次

陷入纠结。

“那么有名的专家也没有定论，家里人

也没有谁得过这方面的病，开刀了后悔怎么

办？还是继续观察吧。”夫妻俩没有告诉在

香港定居的儿子，决定定期复查，便又分头

扎进了工作。

那次检查后，侯荣臻比以往更忙，学校

的改建计划需要推进。几番说服与争取，学

校原址重建方案批了，但摆在眼前最大的问

题就是联系接收学校。动工前，3000多名师

生要得到分流安置，还不能影响正常教学。

侯荣臻跑教育局、兄弟学校和公办活动

基地，他说自己那段时间属于“化缘”，

“求人的事情很难，做人的工作难上加难”

。

工作之外，侯荣臻的另一个身份，是家

里唯一的儿子。7个姊妹，他是老六。

2014年11月，侯荣臻父亲心脏病发作

，入院治疗，累积的身体疾病相继出现。

侯荣臻经常是一大早去医院送早餐，再

去上班，下班后顾不上吃饭，又到医院看父

亲的状况。虽然照顾父亲的人手不缺，但遇

到突发情况，所有人都会通知这个唯一的儿

子。

2015年春天，侯荣臻完成了师生的分流

安置工作，使学校原址新建工程得以如期开

工，又在病床前送走了老父亲，才把时间交

给了自己。

11 口锅，1 顶假发

在外人眼中，侯荣臻是大刀阔斧建学校

的“进击型”校长，但在孙秀骅看来，丈夫

性格其实偏内向，心思很重。

手术后一周，孙秀骅把病理报告上医生

的结论遮住，重新复印，才给丈夫看。尽管

她知道这是徒劳。

本来两个小时的手术时长被翻倍，妻子

和儿子虽然表面冷静，但面容的憔悴挡不住

。对于病情，侯荣臻心里有数。

照顾侯荣臻的日子，孙秀骅一口气买了

11口锅，炖的、炒的、煮的，一应俱全。从

早到晚，她每天变着花样，给丈夫做吃的。

侯荣臻血糖高，孙秀骅做饭，既要有营养，

又要控制糖分，每天都在动脑筋，“他这30

年没好好享的福，我尽力去弥补起来。”

孙秀骅觉得，把丈夫生病的原因归咎在

自己身上，她至少找到了一些走下去的动力

。

这对“教育夫妇”，在学生吴亚波的印

象里就是“忙”。

“两个人学校都有食堂，平时家里都不

怎么开灶做饭，他俩看电影散步的时间都没

有。”1988年，毕业没多久的侯荣臻，在师

范学校教政治，成了吴亚波的班主任，班里

有十多个学生，和侯荣臻来往至今。

一轮又一轮的治疗后，孙秀骅托人去做

了一顶假发，放在家里。在这之前，她看到

了丈夫脱发的场面。

有一天，正在洗澡的侯荣臻一抓头发，

发现掉落很多，他喊妻子，“我出去，你会

吓一跳的。”孙秀骅一边说不会，一边夸丈

夫头型好看。

不过，这顶假发并没有派上多大用处。

面对日渐严重的脱发，侯荣臻一不做二不休

，出门找理发店把头发都剃光了。

剃光头发的那天下午，他走出理发店，

就着街景发了张自拍到家族群里。儿子发来

一句“老爸真酷”，他给儿子打电话，说:

“你们不用担心，老爸没事，正在想着曹操

被吕布火烧的故事。”侯荣臻一直记得故事

里，曹操说的那句：胜败乃兵家常事。

后来，教育局的领导到家里看他，侯荣

臻顶着光头笑眯眯地迎接。情况好一些时，

他出门和学生们聚会，压根没想到要戴假发

。去香港和儿子儿媳在一起出门散心，侯荣

臻也毫无顾忌。

儿子侯仁捷仍然记得2016年暑假，妻子临

产，父亲刚化疗完，就拉着母亲坐上了飞机，

“爸爸很精神，我们一起逛超市看电影。”

从讲台下来，到光里面去

“看见饭就想吐，但也得吃，迅速消瘦

不是一个好的信号。”侯荣臻对病友说。

上个月月初，他参加了太原本地一个面

向癌症病友的分享会。紧接着一位专家的演

讲，侯荣臻走上台，抛出自己的主题：做一

个智慧的病人。

有多年的讲台经验，侯荣臻像当年教书

备课一样，事先在笔记本上写下关键字句，

脑子里则一遍一遍过思路，他还把控制时间

的自觉性发挥出来，上课是45分钟，演讲尽

量在30分钟内完成。

时间很快过去，活动结束后，台下的几

位病人家属把即将踏出门的侯荣臻围了起来

，说出自己面对的情况。

五年来，经历大小治疗91次，奔走太

原、上海、北京，尝试多种治疗方法，侯荣

臻面对大家的提问，搬出自己的心得，“心

态要好，别老吓自己。”

比起专家，病友们更喜欢和侯荣臻“取

经”。

就在参与分享会之前，侯荣臻拿到了复

查报告，病灶无复发，他的病情处于稳定期

。

病退抗癌的一路，侯荣臻不仅爱和人分

享，还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前段时间，他

把五年来的日记，整理成书稿，交给了出版

社，想要用书来记录自己抗癌的过程。

一开始的书稿有35万字，孙秀骅觉得

字太多了，她和丈夫说，“你这是搞教育的

，怎么不知道抓重点呢？”

侯荣臻挠了挠头，虽然舍不得，但还是

扎进书稿里，删删减减了十万字。最终，他

把书名定为《涅槃重生——抗癌路上的风景

》。

在这本即将出版的书里，侯荣臻不仅写

下了一些对病友们切身有用的治疗细节，还

把自己生活里的兴趣爱好放了进去，这其中

，他最离不开的就是音乐。

侯荣臻一直都是文艺活跃分子。不止是

病房中的口琴演奏，他还擅长手风琴、葫芦

丝，唱歌实力也“有目共睹”。在师范学校

当老师时，侯荣臻以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

》走红全校，人送称号“骏马老师”。

韩斐是和侯荣臻认识多年的老朋友，知

道这位校长的“男高音”不错，她一直想要

拉他进自己所在的山西爱乐合唱团，“老侯

工作忙，总是拒绝我。”

2015年底，侯荣臻病情稍微稳定后

，韩斐再次提出这个建议，“闲下来”

的侯荣臻答应了。韩斐记得，侯荣臻那

天出现在合唱团的面试现场，清唱了几

句《我的太阳》。“那会儿知道老侯病

情的人不多，听到这样的男高音，大家

都镇住了。”

在合唱团，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侯荣臻

都会“按时打卡”。遇到演出季，他跟着大

家加班加点。去年10月国庆70周年联欢活

动，排练时间持续了3个月，从分声部的训

练，到和乐队协调，大家每次在后台一等就

是一整天。

合唱团的布场总是十分紧凑，脚下的梯

子刚好够一排人站立，没有更多的空间匀出

来，侯荣臻站在那里，和伙伴们一样，坚持

下来。

这几年，响应国家的号召，太原教育系

统忙着让高雅艺术进校园。作为曾经的校长

，如今的合唱团成员，侯荣臻“撮合”过几

次进学校的演出。

从讲台到病房，再从病房回到生活，今

年教师节，侯荣臻又会和爱乐合唱团一起，

回到学校。

从名校长到“抗癌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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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博物院内重华宫东侧，有一

处神秘所在，名曰漱芳斋，据介绍，此

处建筑至今尚未对游人开放，仅用作贵

宾接待处。

回望历史，漱芳斋原为乾西五所之

头所。乾隆帝即位后，改乾西二所为重

华宫，遂将头所改为漱芳斋，并建戏台

，作为重华宫宴集演戏之所。

许多朋友都曾去过故宫参观游览，

一路走过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在

感慨于紫禁城之宏大宽广之际，可能并

没有太关注漱芳斋这个建筑。

这其实很正常，毕竟紫禁城中建筑

众多，红墙黄瓦耀眼夺目，再加上导游

讲解的重点一般都在宫中野史轶事上，

您当时听得挺开心，挺热乎，过一段时

间再回味，往往已是一片模糊。

然而，远在美国罗德岛州的布莱恩

特大学，却对故宫的漱芳斋情有独钟，

还计划斥资上千万美元在校园中原样复

建。

布莱恩特大学计划在校园中原样复

建漱芳斋

布莱恩特大学，一所有着156年悠

久历史的文理商科兼容、综合性私立大

学，建校于1863年林肯担任总统期间，

是美国最早的商学院之一。

该校地处美国东海岸教育、文化、

经济、高科技中心的新英格兰地区，毗

邻波士顿和纽约等大都市。被评为全美

最安全的5所大学校园之一。

2008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应邀在布

莱恩特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并被授予

布莱恩特大学荣誉学位。同年，布莱恩

特大学决定进一步与中国加强联系及深

化各方面交流合作。

时任校长梅恪礼校长（Ronald K.

Machtley）首次揭开并启动“布莱恩特

漱芳斋”计划，准备在史密斯菲尔德校

园复建北京故宫漱芳斋建筑。

消息传出后，许多人对此非常感兴

趣，对梅恪礼校长进行了采访，一向关

注中美教育交流的杂谈君，当然也不会

放过这条好消息，具体情况如下：

布莱恩特大学计划将故宫里的“漱

芳斋”复制到布莱恩特大学校园中，该

项目将投资一千五百多万美元，梅恪礼

校长表示：

我们力求与故宫里面的‘漱芳斋’

同貌、同大小。大部分的建筑都将由故

宫负责打造，然后空运到美国。“漱芳

斋”集聚了不少中国建筑的精髓。我想

通过这个项目引起美国当代年轻人对中

国的兴趣，让当地人了解中国文化。

你看，梅恪礼校长正是因为热爱中

国文化，希望把中国文化带给更多美国

人，才萌生了这个令人敬佩的创意，并

力排众议决定实施。

布莱恩特大学坚定支持该校中文项目

在大学校园中兴建漱芳斋，只是布

莱恩特大学支持并强化中美教育交流与

合作的方式之一。

布莱恩特大学校领导高瞻远瞩，很

早就认识到与中国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

的重要性，正如梅恪礼校长所说：

美国大学生如果只了解现在的中国

并不完整，他还需要了解这个国家的过

去。我校将定期或不定期地派学生来学

习，一起研究交流。

今年夏天，梅恪礼校长光荣退休，

新任校长Ross Gittell走马上任，在支持

中美教育交流方面，他与老校长的观点

高度一致。

近日，Ross Gittell校长明确表示，

该校的孔子学院管理和运营完全合法合

规，没有任何涉及安全或知识产权的问

题。该校发言人Cecilia Cooper则更直接

地表示，布莱恩特大学孔子学院是美国

众多孔子学院中的一所，他“并不认为

美国要关闭所有孔子学院”。

放眼世界各地，无论哪一所大学，

都会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看待事物应该

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这是因为，大

学是教书育人的崇高场所，是培养下一

代世界公民的重要一环，更是刺破愚昧

与无知的利剑。

对于美国大学中的中文项目，同样

应该秉承这种态度，在这点上，中美两

国教育界人士的看法不谋而合。

如今，我国的建筑越来越多样化，

西式风格的高楼大厦层出不穷，而在美

国的许多城市也都有唐人街，在俄勒冈

州波特兰市的市中心，有一座苏州市援

建的兰苏园，在美国迪美博物馆里，有

一个荫余堂的展品，是一座安徽农村的

古代建筑，这些都是中美文化交流的经

典案例。

希望中美两国的下一代，能够像以

前一样沐浴在人文教育交流的春风中，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成为更加有能力

、有修养的世界公民。

这所美国大学要原样复建故宫漱芳斋

高度重视中美教育交流

根据小鱼芭芘的了解，关于中美育

儿教育的不同，总是热议的话题。其实

个人觉得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

意识形态与实际功用结合的产物，很难

单一论好坏。能想到最好的教育方法便

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鱼芭芘对于

中美教育问题的一些思考。前几天看到

有人在网络上转了一篇文判批教育部给

小学生减负的文章，用的论据是美国的

K-12(幼儿园到高中)基础教育如何失败

，不可效仿。其实我特别赞同有些网友

的观点，文章结论也有道理，中国现状

不可盲目学美国，但论据却大有问题：

一、原作者只看到美国孩子数学不

好就认定美国育儿教育是失败的；

二、认为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让

人找工作。小鱼芭芘觉得这种思维很有

中国育儿教育的烙印，而这种烙印是我

们每一个应试体制、顺民教育培养出来

的人很难避免的。不可否认美国基础教

育有很大的问题，许多公立学校基本没

有任何质量可言，看过关于最差的一些

学区如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课堂的纪录

片，真心觉得不敢把自己孩子放这种地

方送，都理解为何有人会选择在家办家

庭学校了。

同样教育改革现在也是美国国内的

热门话题，由于以前教育基本上是归各

州政府管，各州有自己的政策，没有统

一课本统一标准，很难保证均衡的教育

质量。联邦政府看不下去插手得越来越

多，但成功的政策目前还没有。

虽然他们的教育并不容乐观，小鱼

芭芘还是觉得没必要把USA基础教育全

盘否定。尤其是用数学这个片面的例子

。像我这样一个看到数学就头疼的文科

生在十年没碰过数学忘得一干二净后，

被某些机构培训三五天后，也能在GRE

数学拿满分，这让我比语文成绩得瑟多

了，大概是其它正常中国人所不能理解

的。可说实话，这点数学知识在生活中

到底有什么用呢？在我彻底忘了数学的

那十年，我的生活有没有收到丝毫影响

呢？答案是完全否定的。 当然我认为

一个人会数数、对加减乘除有个概念还

是必须的，但即使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

美国人中真的不识数到生活不能自理程

度的也还是很少见吧。

而且如果不用中国的长处去对比

USA的短处，而是反过来比较如阅读和

分析能力，是不是该觉得中国基础教育

并不那么完美而USA的基础教育并不那

么失败呢？其实他们也并没有用中国人

都不了解自己国家宪法、语文课都不要

求读全本古典名著来嘲讽中国基础教育

多么一塌糊涂。至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基础教育中的文理科偏向差异，我想可

能就要追究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了。

在华大上教育社会学课时我们曾讨

论过教育的作用，大家公认的有一个目

的就是帮助孩子顺利融入所在的社会和

文化。而对于这一点，一个孩子首先需

要了解的自然是社科类知识，其次才是

抽象的数学，同时艺术、体育等课程也

占据相当重量。这与上学目的就是顺利

通过考试、所以所有考试科目并重、其

它课则闹着玩的国内教育显然是有区别

的。

进一步说，教育终究是为维护统治

服务的，但资本

主义与社会主义

民主实质不同两

国需要培养出来

的公民也是不一

样的，美国教育

旨在培养独立思

考、追求真理、

善于创造、敢于

质疑的有西方公

民精神和相信美

国梦的人，而中

国这样的人要是

多了后果可想而

知。

所以真正的

政治哲学甚至教

育等鼓励人遐想

的科目远不如让

人埋头实干或挣

钱的理工科商科

在中国受欢迎和

尊重，在美国却

不尽然(穷还是

一样的穷，但不

被冷落轻视)。反应在基础教育里，激

励思考的社科类课程则也是倍受重视。

教育的另外一个意义，我想起记得

去年哥大寄来的信上引用的一句话。

“Education is a process of living and

not a preparation for future living”, 教

育是为了帮助人顺利成长为一个完整的

人的历程，而不是为了就业做准备。

所以学校不会用成堆的作业抹杀童

年的欢乐，不会用学业填满全部的青春

。作为一个乏味的好学生我也会觉得美

国孩子玩得过多，更理想的应该是求知

和玩乐之间的平衡，但不得不承认他们至

少更快乐，而且对生活充满希望和好奇。

这是教育能给人的最好的东西之一

，育儿教育首先是育人，并不强求育人才

。

所以那篇文章里作者用来证明美国

教育失败的例子，小鱼芭芘认为证明的

其实是美国与中国育儿教育在理解与作

用上的根本不同。我不赞成中国教育效

仿美国，是因为两国根本体制就不同，

教育所服务的目的不一样，自然手段也不

应该一样。虽然高考让很多头疼，但不得

不承认它还是中国少有的相对公平的制度

之一，不可否认还是有许多没有背景的年

轻人通过这条路改善了生活环境。

至于小学生，适当减负还是应当的

吧，只是不用也不可能一步变成美国这

样。如果一味地效仿美国，只学其形而

无其实，只会使中国彻底沦落为一个拼

爹的社会，还是不要东施效颦的吧。

教什么育什么，关于中美育儿教育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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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蘋果公司原定於今年9月發
布iPhone 12的消息因新冠疫
情而推遲。據備受注目的Ap-
ple 網站 MacRumors 和 Ap-
pleInsider 以及受歡迎的Ap-
ple推薦人Jon Prosser透露的
消息來源，稱iPhone 12系列
將於10月13日發布，預購將
於10月16日開始，將於10月
23日上架。

據洩露的圖片顯示，

iPhone 12有兩大類型：雙眼
鏡頭和四眼鏡頭；四種型號：
iPhone 12 mini，iPhone 12，
iPhone 12 Pro 和 iPhone 12
Pro Max。蘋果今年正式推出
iPhone 12 Mini（迷你）命名
，即以迷你iPhone 12手機的
品牌替代小型的iPhone SE，
顯然是藉助於Apple在其它設
備型號中使用的“迷你”名稱
，如 iPad Mini， iPod Mini，
Mac Mini。

據 MacRu-
mors報道，推
特用戶 Duan-
Rui 發布了一
張照片顯示了
不 同 型 號 的
iPhone 12 矽
膠保護套標簽
， 而 iPhone
12 mini 則清楚
地印在該標簽
上 。 所 有
iPhone 12 標
簽上清晰地寫
上加利福利亞
蘋果設計，中

國製造。
iPhone 12 的四種型號是

：5.4 英寸 iPhone 12 mini，
6.1英寸 iPhone 12、6.1英寸
iPhone 12 Pro 和 6.7 英 寸
iPhone 12 Pro Max。預計所
有這四款產品將把設計傳回
iPhone 5的扁平機加工邊緣，
以及可能的更纖細的接口，還
有其它許多變化，如手機供電
的充電器以及您用來拍攝照片
的相機等，都將有很多變化。

蘋果 2020 年推
出的 iPhone 12
機型將使用由台
積電為蘋果生產
的 5納米 A14 芯
片。預計A14芯
片將同時提高速
度和效率，這可
能會延長電池壽
命 ， 從 而 彌 補
5G 的不足，後
者需要使用額外
的電池。按照蘋
果公司官方的說
法，A14 處理器
相比A12 處理器

CPU 性能提升
40%、GPU 性
能提升 30%；
而 A13 處理器
相比 A12 處理
器CPU 性能提
升 20%、GPU
性能提升 20%
； 由 此 換 算
A14 處理器對
比 A13 在 CPU
性能方面提升
大 約 在 16.7%
左右，GPU 性
能提升則大約
在8.3% 左右。

有傳言稱蘋果公司將使用
一種新的TrueDepth攝像頭系
統來縮小正面攝像頭的缺口大
小，各型號的缺口大小相同，
而5.4英寸迷你型的缺口應該
更小一些。也有傳言稱3D三
鏡頭後置攝像頭系統使用激光
來計算房間內物體的深度信息
，從而改善了攝影和AR功能
，這似乎僅限於高端6.7英寸
iPhone12 Pro Max機型。

2020 年 將 是 蘋 果 在
iPhone中引入5G支持的第一
年，使新設備能夠連接到比
4G LTE網絡快得多的5G網
絡。據傳言，iPhone 12陣容
中的所有iPhone都將具有5G
連接性，盡管目前尚不清楚是
否所有iPhone 12型號都將具
有超快的mmWave支持，並
且有報道顯示mmWave的速
度可能僅限於某些國家的Pro
型號。

得到這些 iPhone12 數據
，有5G速度和高清質量，您
是否願意更新為iPhone 12？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
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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