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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落後於起點”，
還是“不落後於終點”？
比較一下中美兩國的基礎教育，也
許一開始我們還能稍許有那麼一點優越
感，單憑數學一項，中國學生可能就已
經可以甩美國學生幾條街了。但是到了
高中階段，相信“勤能補拙”的美國高
中就開始奮起直追了。所謂的“勤”其
實包含多層含義，美國高中開的課程多
得驚人，課程難度也直指大學水準，就
連教師的專業資質也遠超國內。中國父
母有個觀念認為孩子不能輸在起跑線上
，而美國人則相信不落後於終點，或許
中美教育的差距就在於此。
美國的中小學教育，尤其是公立中
小學教育，跟中國相比，其實並不怎樣
：同一個年級比較，中國學生的基礎知
識和解題能力平均來說明顯比美國學生
好很多。
斯坦福大學的馬立平博士曾經做過
一個對比研究，發現 23 名隨機調查的
美國小學教師，只有 9 個人正確做出 1

又 1/4 除以 1/2 的答案；而 72 名中國小學
教師，全部都做對。
另外，對於“除以二分之一”的數
學概念，沒有任何一個參與研究的美國
小學教師知道是什麼意思；但是所有的
中國小學教師都正確答對。教師如此，
學生的水準可想而知。
於是，很多中國人百思不得其解：
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那麼糟糕，為什麼美
國的大學那麼牛？為什麼美國無論是科
技還是人文的創新，都遠遠把中國甩到
後面？為什麼美國基本壟斷每年的諾貝
爾獎？
答案其實只有一句話：美國人相信
“不落後于終點”，中國人相信“不落
後於起點”。美國人基本不怎麼管學生
的初中和小學教育，中國人拼命揠苗助
長，結果在學前班、小學、初中教了很
多學生接受不了的東西，學生長大全忘
了。

美國與中國教育的差距，始于高中
。

第一，學制上有差距。
大部分美國高中階段是 9-12 年級，
有四年的時間學習。中國的高中階段其
實只有兩年，第三年要準備高考，基本
就沒多少機會學新知識了。

第二，課程上有差距。
美國高中是學分制的，因此可以開
出比中國的高中多得多的必修課和選修
課。普通一個美國高中，都能開出上百
門的課，跟一所小型大學差不多，這點
中國大部分高中都無法相比。

第三，教師的水準有差距。

美國的高中，因為要開大學的課程
，對教師的要求就要很高。美國的高中
教師很多都有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的也
不少。美國的教師執照課程跟中國不一
樣。
中國
讀師範畢業
，四年本科
，能考到教
師證書就能
可以在几百人里蒙混过关，结果
當老師。但
发现完全没可能——一学期之内
是，美國人
，需要学会几首歌曲，参加一场
要當教師，
合唱比赛和几场文艺汇演；此外
無論擁有何
，还要组成 10 人以下的小团队

注重“副課”的美國高中
我在美国留学已 4 年多了，
适应美国文化是一个很有趣的过
程。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尊
敬师长、分数至上、少做与学习
无关的事情。但从在美国高中上
课的第一天起，我获得的就是与
以往迥然不同的体验。
记得在美国高中的第一节课
上到一半时，学校就响起了警
铃。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
时特别害怕，身边的同学有序地
离开教室到操场集合。原来，这
是每个学期都会进行的地震安全

演习。回想起在国内上学时也经
历过地震演习，但当时自己和同
学都是抱着一种应付的态度，完
全没把演习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
。
美国高中的数学、语文等课
程，注重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而
不是被动做题。体育、美术和音
乐这些在中国属于“副课”的课
程，是每天必有的。一方面这让
我感到文化课很轻松；另一方
面，我认识到在音体美等方面的
能力，我比美国学生差了很多。
比如我选的音乐合唱课，本以为

種學位，一律要讀兩年的教師執照課程
。要考進去讀，讀完還得考出來。
假如是本科生，讀完四年師範，還
得再讀兩年執照課程才能當老師，比中
國教師多受兩年訓練。
同時，因為美國的大學普遍比中國
的大學牛，因此，美國的正規大學出來
的博士碩士的水準當然也比中國高，何
況在中國，博士會去中學教書的，真是
鳳毛麟角，因此，在教師水準上，中國
就落後一截了。

第四，科目的程度有差距。
美國的高中可以開相當於大學一年
級或者二年級公共課程度的科目，中國
的高中基本是不會開大學程度的課的。

第五，美國有重點高中，甚至
有“全國重點高中”。
按照成績高低，甚至根據入學成績
高低來錄取學生；在每一所高中裡面，
美國是按照學生的程度來分班，有專門
給能力最高的學生讀的“榮譽”班(honors class)，天才學生讀的“大學預修班
” (AP class)，有全球承認的“國際班
” (IB class)，等等。
這跟中國取消“重點中學”，不按
照學生的程度分班教學，全部混合在一
起教的錯誤做法，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第六，美國的大學、科研機構
、醫院、政府機構、商業機構，都
有專門的部門，負責協調高中生的
課外社會實踐和科研活動。
美國的高中生可以到大學上課，拿
大學的學分；可以到科研機構，跟科學
家一起做研究（比如，我的學生就曾經
到加州大學三藩市醫學院跟科學家一起

研究中藥麻黃素對腦細胞的影響）;可
以到各級政府機構去當官員的助理，議
員的秘書，民選官員的競選團隊義工；
在教育董事會 - 州或者縣市的教育局
的決策機構裡面，也有學生委員，可以
參與公立教育的最高決策。
這樣的事情，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
：中國有哪一位省長或者市長可以讓一
個高中生當辦公室秘書？中國有哪一家
科研機構可以讓高中生參與一個項目的
研究？
最後，因為美國的高中可以開出很
多高程度的課程，而且很多是得到資金
雄厚的科研機構、政府機構或者商業機
構支持的。
美國高中的配置跟設備，很可能是
連中國的大學都望塵莫及的。比如我們
學校的生物技術課的設備，學生們可以
檢測市場上有哪些食物是用轉基因生物
做原料的。
我的學生就成功地在一包中國出產
的，聲稱不用轉基因大豆生產的零食豆
干中發現了專門用於轉基因的基因表達
的啟動子，從而證明了這包豆干所用的
大豆是轉基因的。
這樣的實驗，在中國的大學都未必
能做，更不要說高中了。
從上面的比較，我們就已經可以知
道，中國跟美國在教育上的差距，始于
高中，到了大學，更加大踏步地拉開距
離。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的諾貝
爾獎得主那麼多，為什麼美國是世界科
技龍頭，為什麼美國那麼發達：從高中
開始，美國人就已經遠遠領先中國人，
因為美國人相信：只有笑到最後的人，
才會一馬領先過終點。

自选歌曲进行表演，每个人都要
在表演中独唱，还要演讲对歌曲
的理解。一学期下来，让我改变
了以前只看重文化课的心理。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比较亲
近。学校有专门的办公室帮学生
解决在校遇到的问题，包括诉说
自己的任何不满、同学之间的矛
盾、对学校的建议等，老师通常
都会认真听取然后给出解决
方案。每学期还有一项最有意思
的活动：在特定的某一天，校
长被绑在墙上，学生可以往他
身上丢奶油，以及各种恶作剧
。所有这些都让人觉得，老师
甚至校长都不是高高在上的。
留美 4 年，我感觉中美教育
方式和理念之间的差异很大。中
国教育更注重让学生获得知识，
美国则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
力。我无法评判二者之间的优劣
。但我知道，正是这两个截然不
同的教育体系，让现在的我变得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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