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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一个关于中美教育的预言



中国：美国基础教育已病入膏肓。可以这么预言，再过
二十年，中国的科技必将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美国：中国的学生世界上 勤奋，起得 早、睡得
晚；他们的成绩远远超过美国学生。可以预测，再过晚；他们的成绩远远超过美国学生。可以预测，再过
二十年，中国的科技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膏肓 教育 养30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又培养了60到70位
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创新型国家，美国的科技继续
领先世界领先世界……

中国的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

两家的预言都错了。

为什么错？错在哪里？为什么错？错在哪里？

非常发人深省！





一、我们的困惑

1、中国的基础教育是不是世界一流？

如果中国的基础教育世界 流 为什么中国的高校无人获诺贝尔奖？如果中国的基础教育世界一流，为什么中国的高校无人获诺贝尔奖？

如果不行，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年年都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奖？

如果不行，为什么曾在中国受教育的孩子在美国学校十分优秀？

为什么美国的跳级生到中国变成留级生？但父母又是大学的佼佼者？

为什么大人在中国的大学是winner，小孩在小学是loser？

2、美国的基础教育是不是一塌糊涂？

如果说美国的基础教育很好 为什么数学和科学考试排在27个国家后面？如果说美国的基础教育很好，为什么数学和科学考试排在27个国家后面？

为什么美国的高中生几乎没有人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奖？

如果如同儿戏，为什么能培养出许多大学者、大科学家？为什么赢得的
诺贝尔奖世界上 多？

怎么可能在“儿戏”的基础上建造超级强国的科技摩天大厦？



怎么判断赛跑的输赢？



在哪里判断赛跑的输赢？

不在起点 在终点！不在起点，在终点！



二、心理分析

1. 为什么无人用左手写字？

独立行为 <--------------------------------------------------------> 角色行为独立行为 < > 角色行为

有意识行为：主动的，有预谋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

无意识行为：下意识的，没有预谋的，本能的行为。

有意识行为

无意识行为



DIAGRAM 图解

有意识行为有意识行为

34 3
确认行为

4
自主行为

独立行为 角色行为

直觉行为 惯行为直觉行为
1

习惯行为
2

无意识行为



二、人的成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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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四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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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盲区

有意识行为

3
逻辑思维 定向思维 机械思维

4
形象思维 逻辑思维 多维思维

独立行为 角色行为

逻辑思维、定向思维、机械思维、
线性思维、聚焦思维、形象思维 (弱)

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多维思维、
扩散思维、聚焦思维、逆向思维、
线性思维

独立行为 角色行为

形象思维 (很强)
潜意识的逻辑思维、定向思维、
机械思维、线性思维、聚焦思维形象 维 (很强)

1
机械思维、线性思维、聚焦思维

2

无意识行为



三、文化分析

尊师重教。“尊师” 是崇拜权威；“重教” 是教育至上。

(一) 权威崇拜

1.创造性能不能教？

中国文化把老师推上圣人和神的地位。他们是真理的代言人、道德的
化身；是知识的容器、是字典、是图书馆、是无所不能的机器。

老师不能犯错误，不能写错别字；老师是有问必答的百科全书。

无所不能的老师引发的争论无所不能的老师引发的争论：

老师能不能教创造性？

“创”：打破常规。

“造”：在打破常规的基础上产生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

破常规 所 创不打破常规，无所谓“创”。

不“造”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只能是想入非非。





中国孩子画完画后总要问：像不像？

回答“象不象”的问题，更多的是逻辑思维。

回答“好不好”的问题，完全可以是形象思维。回答 好不好 的问题 完 可以是形象思维

黑板 学生的眼睛 学生的手 复制的样板“画”

眼睛里的画只能是别人的画 只有 里的画才是自 的画眼睛里的画只能是别人的画，只有心里的画才是自己的画。

画心中的画才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
凡是能传给他人的，一定可以重复；可以重复的一定不具有创造性。
例如，绘画的“知识或技能”可以从A传给B，又从B传到C。

正像智力无法由老师传给学生一样，创造性也是无法从A传到B的。

创造性只能培养，不能教！

创造性像种子，需要生长环境：土壤、气候、科学的灌溉、施肥、
培养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培养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老师要去创造适合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环境。



我给中国听众试做的一道美国题



用开发智力来代替培养创造力

要创造，就要质疑权威、打破常规，就要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独立思考……
• 许多家长和老师，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开发智力来代替培养创造性。

• 智力包括记忆力、想象力、思考力等等。
• 智力一般多为先天具有的素质，但需要后天去开发它，锻炼它。

• 创造力包含了许多非智力因素，如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等等。

• 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可以是一个很听话的，但没有独立见解的人。

• 培养创造性，首先要培养质疑权威的精神，培养批判精神，培养独立性。
• 一个创造力很强的人，必须是非常有独到见解、独立性很强的人，必须是一

个在常规势力面前百折不挠的人 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记忆力 丰富的个在常规势力面前百折不挠的人，同时又是 个具有很强的记忆力、丰富的
想象力、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思考力、清晰的判断力的人。

• 中国文化崇尚权威，因此中国的家长和老师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培养聪明的、
听话的、乖的学生。

• 混淆开发智力与培养创造力之间的区别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误区！



崇尚权威的特殊现象与东西方比较
中国 美国

父母对孩子进行 n in (没有 父母或老师或教会对孩子进行父母对孩子进行convince。(没有

教会，不易与老师沟通)

父母或老师或教会对孩子进行

convince。

通过父母的实际行动进行 父母或老师通过语言对孩子进行通过父母的实际行动进行

convince——身教。

父母或老师通过语言对孩子进行

convince——言教。

对孩子的 往往是无声的 常常对孩子大喊大叫对孩子的convince往往是无声的。 常常对孩子大喊大叫。

通过父母自身的事实进行convince。父母或老师进行说理的convince。

通过父母的自我牺牲进行convince。通过父母的offers进行convince。

用权威征服孩子。 用权力征服孩子。



“权威”与“权力”的微妙区别

政教分离后的社会：

所谓“政权”讲的是“政”治和“权”力所谓 政权 讲的是 政 治和 权 力。

政治讲的是权力，从事的是建立权力的斗争。

所谓“教会”就是“教”你去领“会”许多事情 (教会的所谓 教会 就是 教 你去领 会 许多事情 (教会的
“会”原意是组织的意思)。

教会进行的就是“权威”的教育。

有权威不一定有权力；有权力不一定有权威。

权力是社会和法律给的 权威是自己建立的权力是社会和法律给的，权威是自己建立的。

每个老师都有权力，但不是每个老师都有权威。

有些学生并没有权力但有权威有些学生并没有权力但有权威。

父母都有权力，但不是每一个父母在孩子心目中都有权威。



权威(老师)与民主(学生)
在建立权威与培养批判思维、独立精神、创造力上找到平衡点。
这是中美教育互相取长补短的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像不像”讲的是统一的标准答案。也是一种权威崇拜。

要不要尊重权威？要！要不要尊重权威 要
要不要尊重民主？要！
必须找到适当的平衡点。

为什么会出现权威崇拜的现象？
文化根源是人治。
人治讲的是人 是权威 是孔子 毛泽东 邓小平 甚至杨振宁人治讲的是人，是权威，是孔子、毛泽东、邓小平，甚至杨振宁。
法治讲的是理，是法。
追求真理与崇拜权威有时是矛盾的。
只有权威与民主有机统 才能 吾爱吾师 吾尤爱真只有权威与民主有机统一，才能“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二）教育至上
亚裔只占美国人口3％到4％。

US News & World Report统计，各校亚裔的比例：US News & World Report统计，各校亚裔的比例：
Harvard 18％，

MIT 27％

Columbia 25％

Stanford 24%

Berkeley 42%

……

在前20名大学中 亚裔约占20％在前20名大学中，亚裔约占20％

这是一组神秘的、发人深省的数字。这是 组神秘的、发人深省的数字。

中国有句古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陪读一一新兴的职业



四、体制分析

1. To have fun or have to win?

中国 美国中国 美国

教育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 教育是人需要走完的一个过

除了读书还是读书。 程，嘻嘻哈哈，一个party 接
着一个 party.

教育是实现梦想(包括美国梦)
的途径。

教育是结识朋友，丰富人生

的过程。

教育至上 教育是目的 快乐至上 教育是手段教育至上，教育是目的。 快乐至上，教育是手段。

教育是一种长线投资。 教育是一种现实的消费。

教育是选拔和淘汰的竞争。 教育的目的是教书育人。



科举——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2. Why have to win? 

世袭世袭
秦朝以后，采分封制，依照血缘世袭。东周，有“客

卿”、“食客 ”等制度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卿 、 食客 等制度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察举或叫“荐举”
汉朝分封制被废 皇帝提拔民间人材 采察举制也汉朝分封制被废。皇帝提拔民间人材，采察举制也

叫“荐举”。魏朝创立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

科举科举
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隋文帝开始

用分科考试选举人才。隋炀帝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
成绩选拔人才成绩选拔人才。

中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科举的影响
科举制从隋朝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

年(１９０5年)举行 后一次考试，经历了一千三百年。年(１９０5年)举行 后 次考试，经历了 千三百年。

亚洲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开始效法中国的科举。

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游记中把科举介绍到欧洲。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英国和法国思想家推崇中国这种公平

的制度。

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公务员叙用方法，通过定期

的公开考试招取政府文官，后来成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

制度。

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



广东省的一间科举考场



学子在等待放榜



科举和高考

“高考”：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中国今天的高考是变相的科举。

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现象：

一、文革后，中国取消高考，改为推荐上大学，叫作“工、文革后，中国取消高考，改为推荐上大学，叫作 工
农兵”大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像历史上的“荐举”。

二、中国于1977年恢复高考，给所有的人公平竞争的机会，
谁的分数高 谁上大学谁的分数高，谁上大学。

高考有些像历史上的科举。科举否定以家庭出身决定谁有
资格当官；高考否定以家庭出身决定谁有资格上大学 否资格当官；高考否定以家庭出身决定谁有资格上大学。否
定出身决定论是科举和高考的历史进步。

高考的受益者 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反对高考的代表高考的受益者，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反对高考的代表
人物？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一考(甚至一分)定终身!



中国的基础教育＋美国的高等教育＝世界之最？



高考的弊端

一考定终身。
Have to winHave to win.

认分不认人。
培养考生 不培养学生。培养考生，不培养学生。

否定了教育的本质。
教育的目的变成了选拔和淘汰。教育的目的变成了选拔和淘汰。

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光绪皇帝：“科举一日
不废 即学校 日不能兴 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
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即永远
不能争衡各国……”不能争衡各国
100年后张之洞的话仍然掷地有声。



谢谢大家的耐心！谢谢大家的耐心！

欢迎到博客上与我交流欢迎到博客 与我交流
http://blog.sina.com.cn/m/huangquanyu
电话: 513-860-9882(H), 513-529-8668(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