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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娃、荤鸡、素鸡、耐鸡、自鸡……这

些不是什么新开发的鸡肉食品线，而是

当今学龄儿童父母圈里人尽皆知的育儿

“黑话”。所谓“鸡娃”，就是给娃打鸡血、

不停安排学习和活动；“荤鸡”，就是主攻

语数外等重点课程；“素鸡”，就是通过体

育、音乐、美术等素质教育的方式丰富履

历，曲线“鸡娃”；“耐鸡”，是指娃能经受

住父母安排的高强度学习任务；而“自

鸡”，则是指娃自我加压，主动给自己安

排更多的学习和活动。

读起来的确震撼。这不是在培养一

个孩子，而分明像是在打造一个超能力

机械战警。

然而这样的成绩和规划并非完全

出于家长个人虚妄的狂热。如果你读

过威廉·德雷谢维奇关于精英教育的名

著《优秀的绵羊》，就会知道，这不过是

一份典型的“藤校全能冠军型履历”。

作为耶鲁大学教授，德雷谢维奇曾参加

过校招生办录取工作。早在十年前，除

了超高的 SAT 成绩，完成 8 门大学先修

课程、参加10项课外活动并展现超凡才

能，就已经是申请藤校的“标配”。“个人

履历的竞赛如同两国之间的核武器竞

赛”，德雷谢维奇写道，“没有一个国家

需要 2 万颗核弹，除非另一个国家拥有

1 万 9 千颗核弹。没有人需要 11 项课

外活动，除非另一个学生参加了 10 项

课外活动”。疯狂“打鸡血”并不纯粹

是为了获取知识或培养能力。真实的

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超越他人，考入

名校。

在常青藤盟校学习工作 24 年之

后，德雷谢维奇辞去了耶鲁的终身教

职，写下了这本《优秀的绵羊》，揭露精

英教育的问题。在书中，他追溯了常

青藤盟校录取标准演变的历史，分析

了“虎妈”式无限追求子女个人成就的

育儿方式的问题，探讨了我们应该期

待从大学乃至整体教育

中获得什么，并对精英

教育会对国家和社会造

成的毁灭性影响进行了

思考。

在他看来，那些拥有

最强大脑和无可挑剔的

敬业精神，善于迎接挑

战、克服困难，适应“在重

压下工作”、不惧无节制

的忙碌，永远追求卓越、从

不给犯错留一丝空间的

“哈耶普”藤校毕业生，只

是一群极其聪明却完全缺乏方向感的年

轻人。

对于当下一边倾注全部时间和心

力“鸡娃”、一边又为“鸡娃”造成的教育

“内卷”所苦的中国家长而言，阅读这本

书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它敦促我们暂时

停下狂乱的脚步，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

和方向，更重要的是，它

迫使我们回顾自身成长

经历，反思我们为什么会

对名校和精英教育一厢

情愿，被裹挟投身于愈演

愈烈的教育军备竞赛之

中，并思考两个可能久未

思考甚至从未思考过的

问 题 ：什 么 是 优 质 的 生

活？以及该如何拥有那

样的生活？当然，要弄清

这 两 个 问 题 需 要 智 慧 。

正如德雷谢维奇指出的，

很多人只会说“要”，比如“要钱”“要豪

宅”或“要哈佛”，却不会说“我想要”。

因为知道“我想要”什么的前提，是要先

弄明白“我是谁”。而发现自我、发展自

我，从自我意识中找到力量和安全感，

这才是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需要探索的

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具难度的挑战。

最喜欢的面，就是清水

煮挂面，里面卧一个鸡蛋，几

片青菜。放一丁点猪油下

去，青菜、面条和鸡蛋的香味

就都在面汤里了，再放一点

盐，鲜得烫心。生病的时候，

吃不到这碗面就好不了。所

以我常觉得半死不活的，每

次生病都没好全乎，心里剩

一角装着乡愁。

西瓜最好吃的吃法是把

籽剔得差不多，然后一大口咬下去，用舌

头把整口西瓜压扁。很多西瓜汁一起冒

出来，叫人眉开眼笑。吃西瓜的人最好

是儿童，光穿着背心，整个头都扎到西瓜

里去。满胳膊都是西瓜汁，胸口也有，连

腿上也有的样子。作为儿童像那样吃西

瓜，夏天的景象就非常完美。有许多人

把夏天吃到第一口西瓜的日子当成普通

的日子一样对待，叫人黯然神伤。那可

是夏天正式开启的重要日子，否则它和

其他的季节比起来有什么特别的呢？

蜂蜜小麻花应该摆在桌上，略敲到

碎，一小颗一小颗地吃。它应该成为一

种办公室零食。因为坐在格子间里把手

一次次伸向显示器下面的位置，不需要

仔细看就可以拿到它，装出若有所思的

样子放到嘴里，盯着电脑慢慢咀嚼。其

实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别人不会知道

的。这样吃也不会显得很奇怪。蜂蜜小

麻花不是很脆，所以不会发出声音的

啦。这不是一种在家里专注地吃的东

西。它只有在办公室里最有魅力。

莴笋最好吃的时刻在火锅里。尤其

是牛肉汤的火锅。我有一次出去玩，把

自己关在酒店里哭，然后擦干眼泪去吃

牛肉火锅，独吃四份莴笋，吃饱又回酒店

去哭。感到自己水分很充足。如果很悲

伤的话，要多吃点莴笋。

很多东西用手吃都比用筷子夹好

吃。

很多东西小口吃都比大口吃好吃。

（《一生里的某一刻》人民文学出版社）

《菜根谭》是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

收集编著的格言体文集，融合了儒释

道三家的哲学思想，内容以做人处世

的道理为主。作者以“菜根”为本书命

名，意谓人的才智和修养只有经过艰

苦磨炼才能获得，正所谓“咬得菜根，

百事可做”。

“鱼得水游，而相忘乎水；鸟乘风

飞，而不知有风。识此可以超物累，可

以乐天机。”体味过膏粱厚味之后，《菜

根谭》中的这句话宛如细嚼菜根的一

点香。

鱼在水中游弋，天天沉浸在水

里，不会感觉到水的存在；鸟在天上

飞，也不会觉得周围有多少障碍，有

多少阻隔。人亦如此，行遍山水，见

飞鸟在天，见游鱼在水，领悟了其中

的义理，便可以超越种种物累，获得

天赋的人生乐趣。释放自我，游于山

水自然之后，心也许可以放得更空一

些！

《菜根谭》上还有这样一句话：“耳

根似飙谷投响，过而不留，则是非俱

谢；心境如月池浸色，空而不著，则物

我两忘。”在空空的山谷中，风的声音

从耳边掠过，不知不觉就飘远了；世间

是非，今天夸你明天骂你的流言蜚语，

如果你能像置身在山川中，那么任何

毁誉都会归于清风，不会侵扰你的内

心。月色不在水中，水中也无月，人看

水中的月色，最后会忘了水月，也忘了

自己，这叫作“物我两忘”。

种种感悟，说出来只是一言两语，

我们走进去，却是万般兴慨，而这些不

亲临山水怎么会体会得到呢？

（《于丹趣品人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家父早餐喜欢吃猪肠粉，我回家

陪伴他老人家时，一早必到菜市场，光

顾做得最好的那一档。哪一档最好？

当然是客人最多的。

卖猪肠粉的太太，四五十岁人吧，

面孔很熟，以为从前在哪里见过，你遇

到她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所有的

弱智人士，长得都很相像。

已经有六七个家庭主妇在等，她

慢条斯理地打开蒸笼盖子，一条条地

拿出来之后用把大剪刀剪断，淋上酱

汁。我乘空档，向她说：“要三条，打

包，回头来拿。”

“哦。”她应了一声。

动作那么慢，轮到我那一份，至少

要十五分钟吧。看着表，我走到其他

档口看海鲜、蔬菜。

今天的蚶子又肥又大，已很少人

敢吃了，怕生肝病。魔鬼鱼也不少，想

起在西班牙的依比莎岛上吃的比目

鱼。当地人豪华奢侈地只吃它的裙

边。魔鬼鱼，倒是全身裙边，腌以辣椒

酱，再用香蕉叶包裹后烤之，一定好吃

过比目鱼。菜摊上看到香兰叶，这种

植物放在刚炊好的饭上，香喷喷的，米

再粗糙，也觉可口。

时间差不多了吧，打回头到猪肠

粉摊。

“好了没有？”问那小贩。

她又“哦”的一声，根本不是什么

答案，知道刚才下的订单，没被理会，

只有耐心地重新轮候，现在又多了四

五个客人，我排在最后。好歹等到。

“要多少？”她无表情地问。

显然，她把我说过的话当耳边风。

回到家里，父亲一试，说好吃，

我已心满意足。刚才所受的闷气，

完全消除。翌日买猪肠粉，已经不

敢通街乱走，乖乖地排在那四五个

家 庭 主 妇 的 后 面 ，才 不 会 浪 费 时

间。又轮到我，这回卖猪肠粉的女

人先开口了。

“我不是没有听到。”她解释，“你

知道啦，我们这种人记性不好，也试过

搞错，人家要四条，我包了三条，让他

们骂得好凶。”

再去过数次，开始交谈。

“买回去给太太吃的？”她问。

“给父亲吃。”

卖猪肠粉的女人听了添多一条，

我推让说多了老人家也吃不下，别浪

费。不要紧，不要紧，她还是塞了过

来。

“他们说我们这种人都是没用

的，但是我不相信自己没有用”，有

一次，她向我投诉：“我出来卖东西，

靠自己。卖得愈多，我觉得我的样

子 愈 不 像 我 们 这 种 人 ，你 说 是 不

是？”

“是。”我肯定。

“喂，我已经来过几次，怎么还没

有做好？”身后的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

泼辣道，“那个人比我后来，你怎么先

卖给她？”

“卖给你！卖给你！”

卖猪肠粉的女人抓着一条肠粉，

大力地剪，剪个几十刀。不停地剪不

停地说卖给你，扮成十足的白痴，把那

个八婆吓得脸都发青，落荒而逃。我

再也忍不住地大笑，她也开朗地笑。

从眼泪漫湿的视线中，她长得很美。

（《蔡澜品女人》广东旅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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