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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教育的死穴和申请美国名校的命门”的下篇。这篇文章的上篇，我自己知道，粗看之
下会显得迂腐。但自己的习惯，做事讲求程序实证，只能一步一步推进。更何况大道至简，有些
陈词滥调，反倒是前人智慧的结晶。
中国人移民到美国，不少人发现了一个现象：那些出国前就在国内单位混得好的，到了美国往往
也事业顺利。相反，那些心高气傲智商更高的人，到了美国，虽然做个民工没问题，但有的职业
发展却常常受挫。老的说法将这归因于为人，性格决定命运；时尚的解释叫情商。为人也好，情
商也好，其实后面都是同一个核心的东西：即感知并尊重别人利益的能力，其它的很多东西，都
是虚的玄的。我们常说要尊重别人，但到底什么是尊重？叫别人一声叔叔阿姨，当然有礼貌，但
这只是表面上的尊重；真正的尊重，是能够感受并正确对待别人的利益。叫老干妈一声阿婆，却
指望她给个1亿元的红包，那不叫尊重，那叫算计，那叫侮辱她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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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但在教育上，中国家长和学校往往只鼓励孩子“我要什么”，却不引导
孩子正视“别人也要什么”。有的对别人正当的利益诉求，往往持攀比心理、竞争意识、敌对态
度，即“见不得别人好”；将由各种人通过利益联结在一起的社会，更简单地视作险恶污浊。结
果是，不少人心理阴暗，看事情总是戴着负面的有色眼镜，缺乏正能量。
其实，中国教育之始，并不否认别人的利益。孔子先生办学，收费纳徒，有教无类，有卖文凭之
嫌，无自命清高之举；他拉着一帮学生，找工作，递简历，风尘仆仆，以社会为学堂，怎敢藐视
社会、藐视别人的利益？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质就是换位思考、尊重别人的利益。
美国的教育，从家庭到学校，对孩子感受并尊重别人利益的能力，非常重视，而这就是人品的基
础，也是评价一个孩子时，说他 “nice（好）”和“fair（公平）”的实质内涵。5年前，我曾
经和大波士顿地区的一所著名私立高中的招生办主任有过一次讨论。她的两个孩子都在哈佛学院
就读。她说话时声音柔和，略微沙哑，特有磁性，和她接触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她的声音，相信有
的读者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但她不再担任该职位，没有征求过她和学校的同意，我不便指明她
和学校的名字。Anyway，就这么一位优雅知性的美女，当谈到录取学生时的人品考量时，她斩钉
截铁地说：“越是聪明的学生，如果人不nice，越不能给他机会。”
承认个人的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尊重别人的利益，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这点，美国教育，
通过社会、学校和家长的互动，在引导学生建立积极正面、客观务实的健康人格和向社会过渡方
面，做得很到位，有时也很机巧微妙。美国长大的孩子，普遍能够正面看待别人的利益、心态阳
光。在这方面，美国顶尖名校，通过招生标准这个“高考指挥棒”，强化了一些社会预期和价值
观。名校的招生标准，外行咋看之下，似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实后面有一个共同的实质
性期待，就是学生及其家庭“懂事”、能感知并尊重别人的利益；他们的招生标准，既尊重社会
现实，也有自身利益的考量。
美国的顶尖大学，几乎全是私立的。每所学校，实质上都是一家非营利公司，都要自己养活自
己。不少名校，历史上都有过风雨飘零的岁月。有一次，我经过耶鲁大学，专程绕道凭吊耶鲁在
康州小镇Clinton的原址。站在简朴的老屋前，我想象着当年耶鲁创办人之一的第一任校长
Abraham Pierson牧师在自己住所的地下室和院子里，教着耶鲁的最早几位学生。耶鲁1701年创
办时，只有1位学生。6年后，Abraham Pierson去世，接下去的几年，耶鲁的生存一直是个问
题。后来多亏了迁址和一位名叫耶鲁的商人的捐赠，奠定了学校后来发展的基础，而这就是耶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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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过来壮大的那些名校，即使今天，面对社会的预期和同行的竞争，它们也不敢丝毫懈怠。一个
私校的校长，就是学校这个非营利公司的CEO，这一点，在有的顶尖大学的学校章程和官方网站
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花点时间，把几个关键词输入，上网搜一下就能查到。与一些人
的理解不一样，私校校长花时间最多的工作不是教学和科研，甚至不是管理——这些都有人分管
负责；美国私校校长最重要的工作是：搞钱！有了钱，就可以新盖一幢大楼，就可以多挖一个大
牌教授，就可以增设一个奖学金. . .
为了钱，大多数顶尖名校都会降低一点标准，录取几个捐赠大户的子女，在圈内，这
叫“development cases”，即“发展案例”，和学校的发展有关。虽然这类捐赠往往数额很
大，但不固定不可靠，而且容易引发舆论争议，名校更倾向于依赖广大校友细水长流的奉献。对
那些长期向母校捐赠一定数额以上捐款或积极出力的忠诚校友，学校会优先录取他们的子女，在
圈内，这叫“legacies”，这个词，我喜欢把它翻译成“传承”。
根据一些资料，在一些顶尖大学，家庭有背景的子女，加上优先照顾的少数族裔学生和体育特长
生，占一届新生的40%。
那名校又是如何选出其余的60%？或者说，更相关的问法是，为什么两个看起来成绩同样优秀、
课外活动同样丰富、得奖记录同样灿烂的学生，名校录了这个但却拒了那个？最后临门一脚到底
是什么？
最顶尖大学，以培养未来各行各业的社会栋梁为目标，它们是以社会的标准筛选学生的：学生不
仅成绩要好，有激情有特长，还要具备能在社会上成功的心理素质和人格魅力；在一个成熟稳定
的社会，年轻人要出头，人品是不能差的，要懂得顾忌别人的利益。 很难想象，一个老板，会
用一个绝顶聪明、眼珠滴溜溜贼转、到人家公司面试时就想象着如何把人家公司的所有配方工艺
流程和数据库破解盗窃了、然后跳出去自己创业办一个公司的雄心大志的人。
顶尖大学尊重社会的预期，筛选和培养学生，但如果这个社会预期和学校自身的利益相悖，也是
无法实施的。事实上，它们筛选学生的标准和自身的利益是一致的。顶尖大学很清楚它们资源的
价值、它们文凭的含金量，对低收入家庭子弟，哈佛等几所大学学费全免。顶尖名校录取一位平
民子弟，无疑于送给这个家庭一笔很大的有形和无形的财富，但它们希望这是一笔投资：它们希
望小孩以后在社会上成功，有能力回报母校；它们希望小孩有感恩体恤之心，愿意回报母校；至
少，学校需要有人站台或打酱油时，孩子能主动跳出来。
你的孩子会打酱油吗？

2016-01-13 - 2016-01-13
2015-12-03 - 2015-12-16
2015-11-04 - 2015-11-27
2015-10-13 - 2015-10-29
2015-09-09 - 2015-09-30
2015-08-01 - 2015-08-31
2015-07-28 - 2015-07-28

话说到这份上，就明白了，为什么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名校录取学生时，对学生的人品看
得这么重；也就不奇怪了，申请名校，还要附加作文、推荐信、面试、现在还要查Facebook等社
交留言记录，涉及方方面面很多人、环环相扣；有时这个过程之微妙，只有圈内人才能意会。最
顶尖名校的招生官从这些东西里面，飞速解读和预测一个个申请学生的各个方面，包括性情人
品。对那些成绩特好，自我感觉也特好，别人好像都欠他的学生，对不起，格杀勿论；最顶尖名
校最喜欢炫耀的，就是屠宰（slaughter）了多少SAT考满分者。
说到这里，不禁想到最近国内高考招生、北大清华抢状元的闹剧。如果国家不再养北大清华，你
看它们还会不会再抢高考状元？
不光顶尖名校，美国其它的学校，无论公私，无一例外，只要抓住了生存和自身利益这个命门，
搞清了谁给它们开支票这个问题，它们招生过程中貌似不同的做法，就一目了然了。不同私立学
校都有自己的市场定位和招生对象，有的是学校挑学生，有的是学生挑学校，前者的招生办更像
是采购部门，而后者的招生办更像销售部门，当然，更多学校的招生办，同时具备推销自己的教
育产品和筛选学生这个原材料的功能。美国同一级别学校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很多招生办
的运作是非常商业化的。不少人知道，藤校级别外有些著名大学，最早是靠大量招收中东石油富
豪子弟获得飞速发展的，直到近几年，它们才瞄准了中国学生。即使州立大学，它们也有预算问
题和生存压力，直接影响了它们的招生政策。
美国顶尖名校在招生过程中，主动符合社会预期，甚至不惜变通迎合一些特殊家庭的做法，在一
些人眼里，或许会被视作掉价，甚至“险恶污浊” 。发展案列的确看起来有违社会公平，但
是，1）这不是谁有钱想买就买得到的，其名额是严格控制的，涉及学生的素质也有要求的，否
则学校搞烂了，以后就不值钱了；2）要价是极高的，不同家庭没有定价的，进一个这样的学生
涉及的赠额， 往往可以负担十几甚至上百个平民子弟，这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财力，也使得学
校拿得出钱做一些非常理念的事；3）愿意拿出钱的家庭，还真的是希望孩子上进的家庭。孩子
在顶尖名校的环境及压力下接受熏陶，不管是镀金还是附庸风雅，总比做“土豪”“富二
代”好。因此，从社会效果角度，发展案列或许利远大于弊。总之，美国私立名校可不敢自命不
凡，它们是靠社会养活的；正因为他们尊重了社会现实，符合了社会预期，正视了自己利益，采
取了务实做法，在公私之间找到了平衡、实现了双赢，它们才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壮大，反过来
影响社会，促进社会理念，并通过它们的招生标准，引导学生积极客观地对待别人、认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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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健康向上的人格，维系了社会正能量，成为社会稳定和家族传承的积极因素。回到上篇提出
的问题，在教育孩子认识社会时，是该“堵”还是“疏”，美国教育的做法无疑值得深思。
从系统的角度看，如果把学校作为一个系统，把社会作为一个环境，如果系统敌视环境，只想对
环境进行掠夺控制，怎么可能指望系统和环境可持续共存？相反，如果系统和环境相互珍惜配
合，就会进化成为一个新的稳定系统，原来的系统和环境，就会唇齿相依，融为一体。
关于美国名校自身利益和社会价值的互动，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超出了这篇文章的范围，无法
再多讨论，这里只强调两点：1）美国顶尖名校确实承担了社会理念，对它们，任何讲理的人，
都会肃然起敬；2）即使美国顶尖学校，它们也要吃饭拉屎放屁，它们也有自己的利益。当然，
如果有人跑到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办，向他们打探或求证拉屎放屁，那就不要怪人家王顾左右而言
他、讳莫如深了；如果措辞不当，把人家呛得半天缓不过气来，也有可能；如果碰到对方干脆利
落，脸一沉，那就吃不着兜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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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顶尖大学，以培养未来各行各业的社会栋梁为目标，它们是以社会的标准筛选
学生的：学生不仅成绩要好，有激情有特长，还要具备能在社会上成功的心理素
质和人格魅力；在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年轻人要出头，人品是不能差的，要懂
得顾忌别人的利益。 很难想象，一个老板，会用一个绝顶聪明、眼珠滴溜溜贼
转、到人家公司面试时就想象着如何把人家公司的所有配方工艺流程和数据库破
解盗窃了、然后跳出去自己创业办一个公司的雄心大志的人。
Not really...脸书的创办人好像就是偷窃了哈佛同学的想法才创办了公司的。
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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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0

留言时间：2015-08-10 18:24:09

非常好的介绍！学习了。
回复 |
作者：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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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5-08-10 16:36:55

40%起码有,因为体育生太多.
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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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0

留言时间：2015-08-10 16:28:37

40%比例有些出乎意料。我以前直觉估计是20%。
非常好的文章。
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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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5-08-10 13:02:21

这篇文章说清了美国私立名校招生的实质。
其实说起来，美国大学实际能够招生的能力，大大超出美国高中应届毕业生的数
量，也就是“供大于求”。
所以造成好像美国大学难进的虚假现象，原因就在于人们都去挤那前几十名的大
学了。
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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