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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前我在深圳和重庆做讲座时，曾经开玩笑道：“要找最好的科学家，要到大学去找，美国大

多数科学院院士都在大学里；要找最好的工程师，要到公司去找，美国工程院院士很多在公司

里；要找商业精英，要到市场去找，哈佛斯坦福商学院的不少教授是给公司老板抬轿子拎皮包搞

装修的；要找对美国教育真正了解的人，要到留学中介里去找，因为我们是靠这个吃饭的，真刀

实枪，玩不得虚的。”

作为从事教育咨询和留学服务的专业人士，我对“教育咨询师（或教育顾问，educational

consultant）”和“留学中介（agent）”这两个概念的不同，一直很敏感。但在国内给人做讲

座，我还是采用了国内一般人对和留学服务有关的从业人员的统称；他们包括原始意义上的中

介、教育咨询师、国际学校或高中国际部/班的有关教师。虽然 “留学中介”素质参差不齐，但

宏观上看，过去几年里，这个群体客观上确实引导和促进了中国的教育，功不可没。比如，国内

不少学生现在往往会做一些假期公益活动或义工，这个风气的形成，和几年前美国对中国开放大

学和高中留学签证有关，最早和“留学中介”的推波助澜有关。

做美国的留学咨询，做到一定层次，必然要弄清楚：教育的功能是什么？中美教育有什么不同？

中国教育的弊端及对学生的影响在哪里？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学生最好地完善自我、表现自己。

这一点，对那些需要面试的美国私立高中申请和顶尖大学申请，尤为重要。

这几年，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中国的教育，没有解决好教育的社会功能问题。教育的社会功能，

说到底，首先是继承，即通过教育，把以前的东西传下来、守住；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发扬。但

在中国，一个家族，富不过三代；中国的历史，每隔一段时间就乱，而一乱，往往伴随着前人积

累的物质财富和文化遗产的大面积摧毁。这就是教育的问题，教育没有起到继承和稳定的作用。

我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又出在教育的社会化方面。本来，教育是为社会服务的，但中国的教

育，不是引导学生积极务实地认识社会、参与社会、最后融入社会；相反，中国的教育，常常把

自己当着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和社会对立的实体，通过一套脱离现实的考试机制和课程内容，

让学生拼比输赢。这个系统的一些胜出者，自视甚高，争强好胜，极端自我，但又幼稚脆弱。中

国的教育，骨子里是反社会的。

中国教育的反社会意识，不仅反映在传统的励志名言，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即使

今天，我们还经常听到有人将“有问题”的学生归咎于“受到‘社会’的影响”。前年，中国政

法大学一位政治与公共管理方面的教授，在毕业典礼的演讲上，对学生这么说：

“你们将披戴上一副庄重的桂冠和礼袍，那表示你们成为了‘学士’。在中国传统的语言中，成

为‘士’，那就是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学以居位曰士’，‘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

有各种，而‘学士’，就是以学问和才智获得‘士’的资格，受人尊重的人. . .

你们即将进入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丰富而精彩的人生舞台，你们将在那里实现自己的价值，享受

你们的人生。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险恶的江湖，污浊的泥潭. . .”

 “险恶的江湖，污浊的泥潭”？这竟然是一所著名政法大学一位资深政治与公共管理教授对他

的毕业班学生说的！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公共管理？政治就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艺术！公共管理就

是要拥抱社会的！如果社会都那么单纯，还要政治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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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教育:李白危害何时了

 · 一篇败家乱世的小学语文读物

 · 理工男苏东坡914年忌日祭

存档目录

05/01/2019 - 05/31/2019

12/01/2018 - 12/31/2018

11/01/2018 - 11/30/2018

12/01/2017 - 12/31/2017

10/01/2016 - 10/31/2016

07/01/2016 - 07/31/2016

04/01/2016 - 04/30/2016

03/01/2016 - 03/31/2016

01/01/2016 - 01/31/2016

12/01/2015 - 12/31/2015

11/01/2015 - 11/30/2015

10/01/2015 - 10/31/2015

09/01/2015 - 09/30/2015

08/01/2015 - 08/31/2015

07/01/2015 - 07/31/2015

已经21世纪还过了10几年，这个演讲，据说当时还受到了广泛赞誉，让我吃惊。或许，这个教授

的演讲“被社会”了。但他的演讲，确实反映了很多人的认知，即仍将教育和社会对立的观念。

这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怪圈：一方面，中国父母（包括大学教授和中小学幼儿园老师）在现实社会

（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打拼，尽可能从社会获得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父母，包括

那些有资格教诲学生、被视作成功人士的利益获得者，不少却在维护这样一种教育：轻视劳动，

蔑视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这就像靠海吃海的渔夫教育孩子憎恶大海，靠山吃山的山民教育孩子

憎恶山林，道理上好像说不通啊！

千真万确，社会上确实问题不少，有的还很严重，就像大海会起狂涛，深山总有猛兽，但在教育

孩子时，应该 “堵”还是“疏”？其实，大多数时候，社会并没有那么丑恶。一个人走出校门

进入社会，就算独立了。劳心也罢劳力也罢，就要用自己的付出换取自己的生存，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最后往往会和金钱有关，虽然这听起来有点“俗”，但人性而已，是社会的正常部分，绝

大多数时候和“险恶污浊”根本沾不上边。总不能跑到人家店里，吃饱了喝足了还打包了，一看

到人家要开账单，就勃然大怒，以一种纯真的受到伤害的表情，指责别人毫无人情没有爱心。

 

中国把学校和社会对立，表面上看，是在保护孩子，实际上，既不利于孩子也不利于家庭和社会

30多年前，我还在上高中时，中国有个很有名的潘晓讨论：“人生的道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

.？”反映的是年轻人无法融入社会的问题；20多年前，我刚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不久，学校的一

位被中美顶级交流项目精选派出的中国留学生在枪杀了他的几位教授和同学后自尽，反映的是年

轻人无法融入社会的问题；2年半前，MIT斯隆管理学院一位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在家身亡，之前

她曾感叹：“在麻省理工商学院，跟世界的高级人才比，我唯一的优势就是一口流利的中文. .

. 同学们不光工作认真勤奋，并且十分高效和考虑周全。不光学业和工作的专业程度让我无法胜

出，而且我发现他们很会说话和做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知道如何不动声色地达到他

们的目的. . .”同样，反映的是年轻人无法融入社会的问题。中国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向社

会过渡的成本太高了。

而中国这个社会在接收其教育产品时，代价也太高了。因为从小就接受社会是 “险恶污浊”的

灌输，大家就不会对社会有爱惜之心，更勿谈敬畏回馈；每个人都把社会当作尔虞我诈的攀比竞

技场，心安理得地对社会资源巧取豪夺，对亲朋好友坑蒙拐骗杀熟，凡事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这

是目前中国社会乱象之源，也是中国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中国教育需要走出将社会视作“险恶污浊”的恶性循环，回归对现实的尊重，既教学生志向，也

教学生公德；既教学生技巧，也教学生规矩。而社会公德和规矩后面，有个核心的、看得见摸得

着的东西，这就是别人的利益。教会学生正确对待别人的利益，是中国教育所缺乏的，而这恰恰

是美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美国名校的期望。

浏览(2948) (15) 评论(2) 发表评论 编辑日志

 

文章评论

作者：历久弥新 屏蔽该用户 留言时间：2015-08-11 12:19:16

非常到位的分析！

[删除这条评论]

回复  | 0

作者：SerenaCHI 屏蔽该用户 留言时间：2015-08-07 23:13:28

很深入， 赞一个！

[删除这条评论]

回复  | 0

             全选   删除

共有2条评论  当前为第1/1页  首页 上页 下页 尾页  跳转到： 1   GO
 

关于本站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导航 | 隐私保护

Copyright (C) 1998-2017. CyberMedia Network /Creader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QxNDc3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M5MjU0
javascript:void(0);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QyMDY4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M4NjA3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MwNjkw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MwNjg5
javascript:void(0);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UzODcw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QzMjc3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QwNjAx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M2MDA1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M1MjUy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M0MzA4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MzNjMy
javascript:void(0);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Y4OTUx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YwOTcw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YwMzM4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UxNzU2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Q1Nzky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M5OTcw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M3ODk3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M3MTkz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MyNTM3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MxNjA3
javascript:void(0);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9-05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8-12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8-11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7-12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6-10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6-07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6-04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6-03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6-01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5-12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5-11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5-10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5-09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5-08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list.php?act=month&date=2015-07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I4NTMw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restore.php?did=MjI4NTMw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restore.php?did=MjI4NTMw&type=1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release.php?action=4&did=MjI4NTMw&page=1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control_panel.php?action=9&block_blog_user_nickname=%C0%FA%BE%C3%C3%D6%D0%C2&block_blog_user_account=Xu&did=MjI4NTMw&block_autor_id=90859&block_author_type=2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act=delete_restore&rid=740376&did=MjI4NTMw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control_panel.php?action=9&block_blog_user_nickname=SerenaCHI&block_blog_user_account=Xu&did=MjI4NTMw&block_autor_id=174489&block_author_type=2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act=delete_restore&rid=739402&did=MjI4NTMw
javascript:del()
https://www.creaders.net/about_us.html
https://www.creaders.net/ads_service.html
https://www.creaders.net/contact_us.html
https://www.creaders.net/job.html
https://www.creaders.net/navigate.html
https://www.creaders.net/protec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