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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应耶鲁教授谈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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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前，耶鲁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有篇文章见诸网络：“耶鲁华裔教授痛心：中国教育只能培养
最低端劳动力”。4年多前，暨2011年6月10日，我应国内一家网站之约，以特约嘉宾身份，发布
过一个系列，比较中美教育；其中三篇，又以“美国名牌大学偏爱理科优秀的中国文科生”的题
目，合成一篇；这组文章当时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其观点和陈志武教授的文章正好不谋而同。
陈教授从家长和现代商业社会对人才期望的角度比较中美教育，而我当时则从高考指挥棒的角度
谈古论中，异曲同工，颇多互补。今天把旧文翻出重贴，对陈教授做个呼应和支持。

徐罡博士
注册日期: 2015-07-26
访问总量: 121,770 次

陈教授学人身份，说话谨慎，开场白第一句就是“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陈教授学人性
情，谈到国内社会科学的水准，“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
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让国内
很多社会科学的学者，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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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谈论教育，倒不一定非要“专家”。教育和物理化学不同：在后者，一个人如果不摆弄一
般人接触不到的仪器试剂，成不了专家、没有资格说话的；但教育是每个人都亲身经历并实践的
东西，谁都有资格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见解。陈教授的同仁虎妈蔡美儿，出书闹出这么大的
动静，又把两个女儿送进哈佛，虽然她不是教育学的教授，却把教育及美国教育系统吃透了，她
的理论水平和动手能力，又岂是一般教育学“专家”所能望其项背的？当我看到国内一些“专
家”对虎妈的评论，心里只有一个字：逗！
2011年，我在这篇文章里，呼吁取消文理分班。3年半后，国内高考取消文理分科。我还没有自
恋到这个程度，以为是我的这篇文章，导致了这个变革：这种事明摆着，迟早要发生的。让我欣
慰的，是我的观点，和社会发展合拍。当然，国内文理分科取消后，还有不少关键脉络要打通，
方能真正取得理想的效果。

· 中美复合，最后还是要靠孔子
· 我为孔子办妥了美国移民（中）
· 我为孔子办妥了美国移民（上）
· 我为孔子申请美国移民（下）
· 我为孔子申请美国移民 (上）
· 中美之争，我不死谁死？

与这篇文章有关的另一个变化，是明年开始的新版SAT对作文出题模式及要求做了调整修改。这
点，倒不算太大的变化：申请美国大学还是要作文的；这些作文，还是有字数限制和套路的，包
括对价值观的要求。
或许，就我自己而言，变化却是，我再也写不出4年多前的那份浪漫了。

· 波士顿郊野1：泽地枯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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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挽歌】
·中美复合，最后还是要靠孔子
·我为孔子办妥了美国移民（中）
·我为孔子办妥了美国移民（上）
·我为孔子申请美国移民（下）
·我为孔子申请美国移民 (上）
·中美之争，我不死谁死？

美国名牌大学偏爱理科优秀的中国文科生
2011年6月10日

一.美国素质教育：以文为主，文理平衡
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位女孩被哈佛大学录取，她初中时理科优秀，高中是文科
生。
2010年，有报道， 成都外国语学校的一位文科生被哈佛大学录取，他的数学成绩在全年级名列
前茅，高中时参加过昆虫的生态学研究，并成为国际论文的作者。

·波士顿郊野1：泽地枯树
【波士顿】
·哈佛大学的农贸集市

2010年，北京理科高考状元申请美国11所顶尖名校，全军覆没，一时舆论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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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的老房子和常春藤

更早的时候，在一次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招生面试中，一位中国奥数获奖选手惨遭淘汰…

【英语研究】
·如何鉴别留学生抄袭和代写
·大雁塔变野鹅塔：谁之过？
·中国人英语学习的大脑认知模型
·美国一英语教法不宜中国人
【私立高中教育】
·可怜又欠揍的小留和家长
·留学美国，我的第一桩糗事
·恐高和长笛助他进私立高中名校
·如何鉴别美国私立寄宿高中

毋须更多的事例，这些个案表明：美国名牌大学偏爱理科优秀的中国文科生，或者说，美国名牌
大学，喜欢人文功底厚实，文理平衡发展的学生。
这和美国的教育理念及教育模式有关。美国的中学教育是素质教育，其核心课程，包括英语、数
学、历史，一门外语和一门科学课程；其它的课程，如社会学和艺术，也占用了学生的相当时
间。美国高中的数理化课程，内容比中国的浅。对美国的中学教育做简单概括，就是以文为主，
文理平衡。
通过大量的人文课程，美国中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建立人文情怀、公民意识和
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教育：要乳房不要状元！
·我和美国野鸡中学校长过招（下）
·我和美国野鸡中学校长过招（上）
【教育和社会】
·从哈佛大学作弊案谈中国教育
·我们真的了解美国吗？
·对比波士顿 ，上海广告太暧昧变态
（儿童不宜）
·人机围棋大战后的教育理念
·汉语拼音及输入应得诺贝尔奖
·谁毁了我们的富士苹果和青菜萝卜？
·呼应耶鲁教授谈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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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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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理平衡的素质教育，一直延伸到大学本科，这反映在文理学院的繁荣上；在最顶尖的综合
性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也是文理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很多中国高中生想到美国读商科，但
很多学生和家长并不了解的是：商科传统上是研究生职业教育，美国最顶尖的大学，虽有实力强
大的商学院，但大多数并不提供本科商科教育。2011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排名前二十的综
合性大学，仅六所设有本科商科；8所常春藤大学里，仅一所设有本科商科：
Ranking and business schools.png
美国文理平衡的素质教育，培养了众多具备杰出领袖才能的社会精英。1989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Harold Eliot Varmus博士可以说是代表人物。Harold Eliot Varmus博士应美国总统奥巴马之
邀，目前担任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所长，之前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纽约斯隆－凯特琳癌
症中心院长。他是1961年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英语专业学士，1962年哈佛大学
的英语专业硕士，196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博士。

二.郁郁乎文哉，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素质教育异曲同工
以文为主、文理平衡的教育理念，也隐藏在中国的传统教育实践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以文
取士，引导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在文学、历史、伦理、典制，修辞等方面有较高修养的社会精英，
他们成为维持国家运作的中坚力量。
不少人将科举考试的“以文取士”，误解成以“文学”取士。其实，科举考试制度鼓励的，是文
经史哲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和表达，即“文以载道”；而对考试文体和格式的限制，有逻辑修辞的
成分，有“理”的成分。事实上，一些文情纵肆但逻辑欠缺的纯“文科生”，往往为科举考试所
淘汰。
科举制度选拔的人才，不少具备很强的科学思辨能力。

2015-12-03 - 2015-12-16
2015-11-04 - 2015-11-27

苏轼是代表人物。

2015-10-13 - 2015-10-29
2015-09-09 - 2015-09-30
2015-08-01 - 2015-08-31
2015-07-28 - 2015-07-28

我曾撰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惠崇春江晚景: 一篇优秀的科学论文》，对苏轼的诗作《惠崇春江
晚景》做了分析，推崇其蕴含的现代科学演绎方法。苏轼的另一首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
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则是立体几何和透视学的文学
表述。而苏轼和王安石PK的轶闻，无论真假，反映了科举出身的士人，具备对自然科学的求真态
度。
传说，有一天苏轼去拜访王安石，看见王安石的一首诗《咏菊》：“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
满地金”。苏轼没有见过菊花凋落，认为王安石错了，就在王安石的诗句下面，题了“秋花不比
春花落，说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回家后见到苏轼的题句，不以为然，并引用《离骚》“夕餐
秋菊之落英”的句子，坚持自己的观察
这段传说，旁证了当时学士之间存在着切磋求真，尊重常识和自然规律的风气。
苏轼和王安石都是文坛领袖，他们的作品都是学生学习模仿的范文。苏轼当过考官，王安石变法
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科举制度、倡导文经史哲的综合素质和经世致用的理念。有他们做榜
样和“高考”指挥棒，当时中国的教育实践，主流会如何？
明朝开创的八股文，更将以文为主，文理平衡的教育实践，发挥到了极致。八股文的格式规定，
要求学生必须具备周密的逻辑及数学概念、以及蔚然大气的修辞表达能力；而八股文的代圣人立
言，也考核了价值观和人文情怀。有趣的是，八股文的出题方式和美国申请大学的标准化考试
SAT的作文出题方式如出一辙：
八股文的考试题目示例：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洪武乙丑暨1385年，题目引自《论语
•季氏》）。
美国的申请大学考试SAT的作文题目示例：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和教育
家）说：“时间有一个最后审判日的本子，它的上面不停记录着一些杰出的名字。但是，就像经
常会有一个新名字被记下，老的名字会经常消失。只有几个名字，作为照明灯下的人物，永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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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擦掉”。有些英雄会被永远记住吗，或者，所有的英雄都注定会在某一天被遗忘吗？请就此
写一篇作文，解释你的看法。
美国的SAT作文题目，引用的是名言，常识和智慧，而八股文的题目，摘自代表儒家智慧和理念
的《四书》《五经》，两者相通。在作文的写作技巧上，都要求旁征博引但又精炼严密。
比较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教育，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两者都对学生的品德修养和价值观有要求，
并且建立了一套考核机制。中国科举制度初选胜出的优秀者，要过殿试一关，这和哈佛等顶尖名
校在作出最后录取决定前，要面试学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学生平时的修养和价值观的表现，在
科举制度里，也受到重视。
著名例子就是柳永。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杰出词人，因为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被宋
仁宗批评：“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从此在科场被打入冷宫。
柳永风流颓废，藐视制度，放在今天，如果他申请哈佛大学本科，也必然会被拒绝。
站在大洋西岸，居美国二十年，蓦然回首，我看到现代美国和传统中国，更多的是相通。

三.国内高中文理分班教育，该终止了！
吴昌硕是谁？一位上海籍的大一学生一脸茫然。 上海籍学生不知道吴昌硕，实在说不过去！
但不少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美国人却知道他是谁。波士顿美术馆进入中国展厅的楼道上方，一直
悬挂着他送给波士顿美术馆的题匾“与古为徒”：他代表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一个巅峰。
去年，和几家上海朋友一起约好在饭店吃饭，最后到达的是一位朋友的女儿，刚从学校考完试回
来。高二的学生，身体单薄，一脸憔悴，哪像花季少女？她家的经济条件很不错，拐弯抹角问
她，回答说学校功课很重，周末还要上几个班，累得很。
一方面，中国学生忙得很，另一方面，中国学生的知识结构却非常单薄，中国学生的人格发育有
很多问题。国内的升学制度和与此相应的文理科分班教育，值得反省。
在现今以高考分数为唯一或最重要标准的应试教育里，学校，家长和学生都陷入了一种病态的情
结：十年寒窗， 就为了应对最后几天的考场检验。学生为了能在高考中出人头地，学校为了保
证其升学记录或“教学质量”，大家一起形成了一种默契，只学高考要考的内容，反复练习，争
取在高考中有最佳表现！
高中文理分班教育以及它的强化，迎合了这种情结。
应该说，文理分班教育，在一定历史时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近代，在科学方面落后于世
界。在国家底子薄的情况下，按照学生的天赋和师资力量，对学生分门别类，有利于多快好省地
培养人才，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但这种初衷，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学生只是社会流水线上指定的一个螺丝钉，只需要学会
一技之长，国家负责接收教育产品，保证使用。
发展到今天，这个前提已经丧失。国内人才培养的模式，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挑战。
君不见，一些被刻意培养的理科神童，到了美国，水土不服，诸事不顺。
君不见，一些国内最著名中学的理科生，申请美国名校，一个接一个被拒。
君不见，国内很多大学生，毕业意味着失业，为什么他们不被国内企业认可？
君不见，一些在国内受过很高教育的成功人士，到美国参观访问谈生意，遇到真正的美国人，却
经常受气被冷待？
文理分班教育的实质是重理轻文，但在市场经济里，几乎所有的工作，要做得好，都需要和人打
交道，都需要人文修养。
国内高中的理科生，天资都不差，很多人小时候也都兴趣广泛。但不少学生进入理科班后，陷入
了和同学在数理化上较劲的气氛，对人文学科的学习，不再主动，不再重视，而缺乏人文熏陶的
后果，就是缺少大气，上不了台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苍白贫血的病人。名牌中学有的数理
化成绩优异的学生，还存在着严重的心理偏差，极端自我，非常阴暗，缺乏对社会对别人的尊
重；他们往往自我感觉很好，也被学校的老师呵护着，但看在别人眼里，却是歪瓜裂枣一个。
其实，中学生应该有时间增强人文修养的。现在有的名牌高中理科，第一年就把教学大纲的三年
学习内容全部教完了，剩下的两年，就是复习炒陈饭，如果加上初中考高中的一年复习时间，6
年里，有的学生有三年不是在学习新的知识和概念，只是机械重复地学习解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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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一些时间给孩子，让他们多读一些好的小说，多读一些历史；匀一些时间给孩子，让他们学一
点摄影而不是只会用手机简单拍照；匀一些时间给孩子，让他们自己寻找资料，完成一些人文小
课题的研究。
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和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
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
祝愿国内的学生文理平衡发展，郁郁乎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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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图谋

留言时间：2015-11-20 08:04:36

对个人来说，文科好尽管务虚，但笔头好，口才好在当今社会的优势极其明显，
他们往往在人员整合能力方面表现好，能与人沟通，可以把其他人的能力整到自
己下面，而这些正是很多人缺乏的。
回复 |

缤纷视界

作者：

0

留言时间：2015-10-21 20:00:45

人文是软实力，理科解题套路是技术活儿。什么重要，不用多说了。但是这个社
会，光依靠一些能动嘴的文科人士，是不能正常运转的，能够平衡最好。这就要
求中国教育不能片面强调数理化的理论知识，不给孩子留一点业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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