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美国大学教书也好几年了，每年
新学年开始，都会看到父母们送儿女上学
的情景。 我突发奇想，何不问问这些父母
与孩子分别时都叮嘱了些什么？ 美国父母
和中国父母的叮嘱有什么不同？

我发现， 中国父母的叮嘱都比较一
致。 首先，要孩子与老师和同学相处愉快，
搞好关系。 第二，叮嘱孩子要注意学习，争

取在期末考出好成绩。第三，要注意饮
食，一日三餐要吃好。

而美国父母的回答则没有这么一
致。

与我交谈的第一位美国母亲说，
她叮嘱的是要女儿向她保证每天睡够
8小时。

另外一位美国父亲也提到充足睡
眠的必要性。

第三对美国父母给孩子的叮嘱是，
“每天一定要吃早饭”。 他们用开车做例
子，“如果我的车油箱空了，车就无法开
动。 不吃早餐，又怎么去学习呢？ ”

一位美国父亲对我说， 他的临别
叮嘱是：“认真学习了解亚洲国家，尤
其是中国和印度。 ”

另外一位母亲则说：“一定要记住
投共和党的票。 ”
一位从加州旧金山来的母亲说， 她很

挂念孩子，毕竟这是 18 年来第一次与孩子
分开。 她认为自己与孩子分别带来的焦虑
超过孩子对父母的思念。孩子在新学校、新
环境会交到很多新朋友， 很可能不怎么想
家，而她回家后孩子不在身边，每天的日常
生活肯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但她准备尝试
一些新的东西，如绘画、弹钢琴等。 所以她
对孩子的叮嘱很简单：“Be� good”， 而她把
更多的叮嘱留给了自己：“我没有被抛弃，
我得到解放了。为此，我回家后一定要找朋
友好好庆祝一下。 ”

有幸跟导师游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
看到了这样惊人的一幕： 数百人在赛跑，
从大到小，从高到矮，他们都拼了命般往
前冲。 我以为这是一场趣味比赛，但松岛
先生告诉我，这是早稻田学校每年最重大
的比赛，没有丝毫趣味性，它是一项纯粹
的竞赛。

可是，很明显，里面有小学生、中学
生，他们有的特别强壮，有的特别羸弱，甚
至还有一名残疾学生。这怎么可能会是一
场正规的赛事呢？ 我真的无法想象。

但松岛先生却表情严肃地说：“这些
学生的年龄、体质等都不一样，的确会有
许多学生放弃比赛， 但你有没有想过，当
这些学生走出学校，社会又是否会给予他
们公平的竞争呢？ ”

那一刻， 我的心
剧烈颤动。 没错，无论你
是什么学历，无论你是男
性还是女性， 你的出身、
能力都没人去管，用人单
位只想知道谁最厉害，谁
最适合、谁最有可能把这份工作做好。

听松岛先生讲，日本几乎所有的学校
都有这样的比赛，他们就是要告诉所有的
学生，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所以，无论
怎么样，你都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尽最
大的努力尽可能地向前跑。

从日本回来，看到我们的学校，一场
校运会挤满了关心的家长，过一次马路总
是大手牵小手， 我真有一种深深的刺痛
感，这个世界果真太不公平了。

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生：0-10 岁： 被迫学习
各项课外技能，不断考级，多数是为了父母的面
子和期望；10-20 岁：死啃如山的书籍，应付如海
的考试；20-30 岁：到处投简历，着急自己找不到
工作；30-40 岁：成为房奴、车奴；40-50 岁：为孩
子的未来操心，省吃俭用，努力存钱；50-60 岁：
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活，却发现马上要退休，又开
始担忧退休后怎么办；60-70 岁： 花费大部分精
力养生，却发现还要养孙子；70-80 岁：终于安定
下来度晚年；临死前：发现原来一块墓地都贵得
要死！

大多数欧洲人的一生：0-10 岁：参加学校乐
队，学习古典音乐等；10-20 岁：组自己的乐队，
进行各种尝试；20-30 岁： 严重受哥特死亡文化
影响；30-40 岁：乐队开始正式走黑色金属路线；
40-50 岁： 回忆童真， 开始过回“彩色” 生活；
50-60岁：安定下来，寻找温情，过小生活；60-70
岁：去教堂总结自己的一生；70-80 岁：与子女一
起安度晚年；死后：安心躺在一大片属于自己的
土地上。

大多数美国人的一生：0-10 岁：参加野地考
察等各种集体活动；10-20 岁： 谈恋爱和追梦；
20-30 岁：找份平凡稳定的工作；30-40 岁：终于
发现自己的追求， 享受有房有车有孩子的生活；
40-50 岁：常常在工作压力中度长假；50-60 岁：
享受教会生活，旅游；60-70 岁：开始写回忆录，
旅游；70-80岁：安度晚年；死后：一般进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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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孩都是吓大的
□ 嘉倩

送子上学，
美国父母叮嘱什么

□ 钟布那年， 亲手将高考考卷上交的一刹那，
有股淡淡的解脱感，同时，也为接下去等待
公布分数的日子有些不知所措。

那时，并非在意到底要去哪里，或者能
去哪里， 而是从小常听到的一句恐吓在作
怪，那就是“社会很残酷，你长大就会懂的”。

想要丢钱给一个乞丐，就听到，社会很
残酷，以后你不好好读书，也要这样子了。

真的没有考好，就听到，社会很残酷，你
要抓紧考几个证，不然以后连洗厕所的工作
都找不到。

谈个恋爱，就听到，社会很残酷，不好好
工作混个房和车，哪里有小姑娘肯嫁给你。

在恐吓声里长大的中国小孩，都会不自
觉地为社会加上如此的形容词：“残酷的社
会”、“残酷的青春”， 而问一个欧洲小孩，你
觉得“长大后，要进入什么样的社会”，往往
答案却是：“有趣的，各式各样的，好玩的社

会。 ”对于“残酷”二字，他们根本没有概念。
在荷兰留学的第一年，我给一个英国家

庭当保姆，照顾两个孩子。
小婴儿我只需要换尿片，哄睡觉，喂那

些婴儿罐头类的食品。 而小男孩，他是一个
标准的《星球大战》电影迷，每一次去，他都
会让我坐下来陪他从头看到尾。

有天，我问他：“你有什么梦想？ ”
他似乎早就想清楚这个问题一般，立刻

说：“长大以后， 我要和你一样当一个保姆。
陪小朋友一起看《星球大战》。 ”

听到后，我哈哈大笑。
当他母亲回来， 我讲了这件事情后，她

竟然对小男孩笑着说：“好啊！ 加油，那至少
你要把自己弄干净了，才能去照顾别人。 ”

我从未在好友或者认识的任何一个欧
洲家庭里，耳闻目睹过任何与“恐吓”类似的
故事。

有个中国小孩写信给我，问：“这个社会
既然那么残酷，为什么要长大？ ”本来想回信
给他，但刚一落笔，自己就愣住了。

这社会残不残酷为什么还需要证明？
我就是社会，他就是社会，每个人都是

社会。 即便并非社会的现在，但也决定了其
在将来的模样。

高考结束了，要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朝天空大吼：自由万岁！

考完了就考完了， 分数该怎样就怎样，
去哪里已经不重要了。

长大后四处行走、四处生活，才发现读
书好未必那么有用。 懂得认真去做事情，真
诚关心别人，内心善良，无论做什么
事，到世界的任何角落，都会过得非
常好。

这个“好”， 指的并不仅仅是成
功，而是活得真心快乐。

*�加油站

全世界的小孩撞到桌子都会哭。
中国小孩从那边跑过来，撞到桌

子，他哭起来了。“小宝不要哭，妈妈
打这个桌子，妈妈打这个桌子。 ”这是
多数中国妈妈的方式。

在东京， 一个小孩从那边跑过
来，撞到了桌子，他哭起来了。 日本妈
妈马上把他带过来，说：“再走一遍!再
走一遍!”下一次，他就从旁边走过去
了。 妈妈接着讲：“一个小孩会撞到桌
子，有三个理由：第一，冲得太快，来
不及刹车；第二，头低着，没有注意
看；第三，心中不知道在想什么。 你是
哪一个？ ”

在华盛顿，一个美国妈妈带着孩
子过马路，小孩摔了一跤，妈妈走过
去：“汤米，站起来!”他耍赖，妈妈接着
说：“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妈妈把他带到路边， 开始训斥：
“汤米，你看看你刚才像个男人吗？ 还
说长大了要保护妈妈，你那个样子能
保护我吗？ 做事情不能承担自己的责
任，还妨碍交通。 ”稀里哗啦骂了一
通，美国孩子含着眼泪，觉得很惭愧。

作为日本人，我完全同意“食在中国”的
说法， 我这么多年留在中国的最大理由就是
为了吃。

但让我纳闷的是， 很多中国人并不是真
的“会吃”。在日常生活里，中国人不太重视吃

的情境安排，不给日常吃饭以应有的社会地位。 而在日本，大家都
很重视吃饭时间。 吃饭既是享受的过程，也是家庭和朋友交流的场
合。

中国人对日常吃饭不重视的习惯，一直延伸到学校里。 最近，
我发现，我上小学的孩子，每天中午就花 10 分钟的时间看着同学
的后背吃饭，而且被严格禁止聊天。

在日本，吃饭是小学生们渴望的黄金时间。学校午饭时间是 45
分钟，接下来还有二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每个学校都有厨房，能
供应热乎乎的饭菜。 饭点一到， 当天的值日生会穿戴上纯白的围

裙、口罩、帽子，把大桶拿到教室里，并把食物盛在每个同学的碗
里。

吃法也有学问，不能偏食和剩饭。 吃饭时为了方便同学之间说
话，会把课桌重新拼成五六人一起面对面的样子。 大家坐好后，会
一起高兴地喊一声“谢谢，我要吃了”后一起吃饭，有时还会先介
绍当天的菜谱或应时蔬菜。 吃完饭也跟家里的规矩一样，必须等到
大家都吃完，才开始收盘。

我的记忆中，学校午饭时间是一天中最轻松、最快乐的美好时
光。 从教育的角度讲，这样的午饭安排，可以从小培养孩子用正确
的态度吃饭，学会感激四季的自然恩惠，了解饮食文化，并培养自
理、劳动的习惯，对于孩子的一生是大有益处的。

现在，很多中国人开始说，生活应该慢下来。 我想，也许中国人
可以先从慢下来吃饭开始。 有这么多足以傲视全球的美食，为什么
不好好享受呢？

*�放大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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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点
不公平的日本学校

□ 谢素军

慢 慢 地 学 会 吃 饭
□ 斋藤淳子

*�成长屋
加拿大小学生没课本

□ 郑国栋

*�另表情

趣说三种人的一生
□ 艾美丽

我的孩子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上
小学五年级。 孩子每天带回家的，就是文具
盒和学习计划簿———他的书包几乎跟空的
一样。

学生把课本带回家是一件很稀罕的
事，这里的课本太贵了，一本五年级数学课
本要 50 多加元。 有很长一段时间，老师在
英语课上都是给孩子们读《哈利·波特》。

我对此比较担心， 也不知道该怎么辅
导孩子，就去问老师上课用什么课本。 老师
似乎很不愿意说，指着一本课本说，这本书

并不好，我想换一本。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弄
明白，老师怕我跟她要课本，因为课本太贵
了。

学生没课本并非仅仅因为贵， 也是学
校的习惯， 学校常常把要学的内容整理复
印后发给学生。 有一回，听说一个学生把课
本带回家了， 有家长专门跑到他家看看学
校用的课本是什么样的。

学生都有课堂作业本， 也是不带回家
的。 老师布置的作业学生当堂做完，然后把
作业本留在教室里。 这样，学生在学校里学

了什么，家长很难知道。
老师每天布置的家庭作业就是“阅读

30分钟”。 有时也有变化，无非是给家长的
通知，比如“明天要开大会，把要求背诵的
诗句背下来”、“后天有老师家长见面会”
等。 圣诞节放假两周，老师布置的作业也只
有一个词———阅读。

小学生每天早上 9 点开始上课， 中午
休息 45 分钟，下午 3 点半放学。 孩子每天
学得这么轻松， 中国来的家长反倒不放心
了。

*�智慧站

*�彩虹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