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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家教的通病：从小惯，长大管 
来源：学习力教育智库  作者：佚名 
 
 

  我一向主张家长给孩子留下充分的成长空间，尊重孩子的心理需要，

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原则地放任娇惯。有的家长跟我说：“我并非一定要

让孩子达到我的什么期望。但孩子养成了难以容忍的坏毛病，比如沉溺于

网络、手机中不能自拔。不强制不行！” 

  孩子陷于网络、手机而不能自拔的，是我的学生中最普遍的现象。这

些东西对有些孩子来说，如同毒瘾一样戒不了，最终严重影响到学业，乃

至高中毕业呆在家里无所事事。甚至有些学霸型的孩子，也会熬夜玩儿网

络游戏。我知道，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但是，至少就我接触的圈子的

情况看，中国的情况似乎比美国严重得多。 

  我曾经在一系列文章中介绍过，美国的家长，特别是教育背景好的家

长，在网络、手机等方面对孩子控制得很严。硅谷那些创造了这些玩意儿

的高科技人士，往往更严。比如，硅谷的高工、高管喜欢把孩子送到当地

的华德福学校，那里在一定的年级以前甚至连频幕都禁止。这些高科技人

士，往往不让孩子在 13 岁以前接触网络、手机等等。过了这个年纪，每

天的上网时间也控制得很严，而且上网一定要在全家的起居室，不得在自

己的卧室里，等等。 

  我们的女儿，也是从小不接触移动通讯等玩意儿，乃至乔布斯死了的

时候还不知道乔布斯是谁。我把这事晒在微博上，引起很多人的抨击，说

我把孩子管出毛病。我告诉大家：女儿一天到晚有许多自己的事情作，从

来没有用过乔布斯制造的产品，为什么一定要知道乔布斯呢？这下子更捅

了马蜂窝：怎么会？没有 iPad, iPhone？这不是变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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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惯长大管 
2019-03-05 学习教育智库 作者 侠名 
 

  其实，我们对孩子一直“放任自流”，从不干涉她的行为。她有计算机，

可以在自己的卧室上网，我们进屋从来敲门获准。显然，她在网上可以为

所欲为。为什么我们这么放心？也许，她确实看了些“不该看”的东西。但

从她的行为中就可以观察出来：她对网络没有那种病态的瘾，不可能沉溺

于某种有害的影响中。另外，她是学校同龄孩子中最后一个拥有智能手机

的。14 岁那年向我们提出要台智能手机，原因是运动队训练、俱乐部活动

等等，大家都在手机里打短信。她没有，误了好几次。最后决定给她买，

她自己上网挑了个刚过时、仅能满足基本功能的型号。可以看出来，14 岁

前没有，她除了感到点不便外，没有什么同伴压力，一直不提买手机的要

求。等决定买了，心里想的是怎么给父母省几个钱，放弃自己不需要的功

能。上瘾的孩子当然不会这样。我们当然由她去了。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孩子小的时候最依赖父母，也最容易接受父

母的影响。“管孩子”在这个时期最有效。当然，这种管，不是消极的，如

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等等；而是积极的，即父母和孩子一起参加各种有意

义的活动，占据孩子的注意力。女儿小时候，对频幕等等基本没有兴趣，

因为粘妈妈还粘不过来，妈妈又舍得所有的时间。等孩子进入青春期，自

我迅速形成，独立的欲求强烈，正好是父母逐渐退出、让孩子“自作主张”
的阶段。这也是为孩子远走高飞的必要准备。孩子小时候的习惯越好，此

时父母撒手就越放心。 

  许多中国的父母，则恰恰相反：孩子小时候依赖父母，自己没有时间，

索性让孩子看电视、上网、玩手机，只要不来麻烦自己就行。等孩子进入

青春期、该独立的时候，父母一看大事不好，反而开始管了。孩子年纪越

来越大，但获得的自由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这种反人性、反成

长的作法，自然会激起反叛。 

更糟糕的是，这些家长为了改变孩子的坏毛病，往往操之过急、矫枉

过正。我对许多家长说：孩子迷恋网络、手机，一是从小养成的坏毛病不

可能一下子就改掉，一是他们的生活也太单调：整体关在学校刷题，回家

被父母看着做作业，心理的厌倦和疲乏已经到了极限，自然要从这些东西

里面寻求解脱。我建议家长更多地从积极的角度想办法，比如送孩子去学

游泳等等，引导他们发展些课外的兴趣爱好，有个调剂，同时也培训性格。 



2019_CHI_SERIE1_LV1_TEXTE3 
 

特朗普为何在 TPP 问题上反复无常?  
2019-01-23 16:34:43 作者：王静文 来源：盘古智库   
 
 

特朗普重返 TPP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不大，他更多的是以 TPP 作为幌子和筹码，

继续推行他的“美国优先”和以实力为基础的双边主义。但据最新消息，韩国、英国等

已对 CPTPP 表现出兴趣，未来都有可能加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即便没有美国加

入，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层会晤之后，他力图吸引美国重

回 TPP 的努力并未收到成效，但原因并不在他。 

 

在双方会晤之前，特朗普确实释放出了积极信号。他 12 日在同一些来自农业州的

国会议员和州长会面时曾表示，可以考虑加入 TPP 谈判，为美国农产品开拓出口市场，

并让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等美国贸易团队高层研究重新加入 TPP 谈判的可能性。 

 

这一表态一度给安倍带来了信心，日方甚至准备了基于 TPP 的多边谈判框架。但

在双方结束第一天会晤之后，特朗普的一条推特又把大门给关上了：“虽然日本和韩国

希望我们重新加入 TPP，但美国不喜欢这个协议。有太多不可预见的事情。如果它没

有效果，就没办法退出了。双边协议则更有效、有益，也对美国工人更好。看看 WTO

对美国有多糟就知道了。” 

 

如果再联想到今年 1 月份特朗普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对加入 TPP 的正面表

态，市场已充分领略到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的善变。特朗普之所以对 TPP 态度一波三

折，除了他极具商人特色的见风使舵之外，也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 

 

从国内角度来看，今年头等大事是中期选举。为了确保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多数

席位，特朗普早早就开始筹划，3 月份以来他的一系列“贸易战”决策，实际上就是为了

笼络铁锈地带几个摇摆州的选民，但贸易伙伴对美国农产品提高进口关税的针对性举

措，又打击到了共和党在农业州的传统票仓。因此，几位国会议员和州长在同特朗普

面谈时坦言，美国农民不希望同中国发生贸易冲突，不希望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反

过来，如果加入 TPP，除了可以享受农产品出口优惠之外，还可借机对中国施压。出

于政治考虑，特朗普当场做出了考虑重返 TPP 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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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问题 
2019-01-23 作者 : 王进文  盘古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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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角度来看，特朗普正力图重塑贸易格局。无论是退出 TPP、重谈 NAFTA，

还是单方面发起贸易战，特朗普一直在践行他的“公平贸易”主张。可以说，特朗普基

本上已经抛弃了美国一手打造起来的 WTO 框架，转而依靠自身的优势地位同贸易伙伴

重新谈判，要求对方对等开放市场。所以，即便他跟安倍表面上很热络，但会晤前发

布的一条推特可能更能代表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在 TPP 的 11 个国家中，我们已经与

6 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协议。我们正在和这些国家中最大的一个——日本——进行谈判。

日本在贸易上多年来强烈打击我们。”所以，特朗普更希望与日本达成一项双边的自由

贸易协议，而不是回到 TPP 框架下继续容忍其他国家搭便车。 

 

特朗普在 TPP 问题上的摇摆和反复，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在两种利益间的纠结。但

从逻辑推演来看，特朗普治下美国重返 TPP 的可能性并不大。 

 

一方面，特朗普仍然青睐于双边协议。由于美国坐拥全世界最大单一市场，在同

任何一个贸易伙伴进行双边谈判时都居于优势地位，所以他更愿意以此为条件来为美

国攫取利益。即便短期内可能受到贸易伙伴的报复威胁，即便出于政治考虑贸易立场

会有所软化，但他仍然坚信双边优于多边，因而对包括 TPP 在内的多边协议兴趣不大。 

 

另一方面，重新谈判的成本会非常高。在美国于一年前退出后，包括日本在内的

11 个国家已经签署了新版 TPP 协议——《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按照规定，只要 11 个成员国中 6 个国家完成国内审批程序，CPTPP 即可生

效，时间预计在 2019 年春季前后。美国如果要成为新成员，必须要获得 11 个国家的

一致同意，但特朗普又设定了“协议的条件必须显著好于奥巴马时期”的前提，这几乎

是不可能的。 

 

所以，特朗普重返 TPP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不大，他更多的是以 TPP 作为幌子和

筹码，继续推行他的“美国优先”和以实力为基础的双边主义。但据最新消息，韩国、

英国等已对 CPTPP 表现出兴趣，未来都有可能加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即便没有

美国加入，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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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差异 
人民网 2019-02-23 
 
 
 
   中西文化差异若用现代哲学“对立统一”规律来概括，中国人重“内”，西

方人崇“外”。 中国人喜欢从动态中观察分析事物，西方人习惯从静态中观

察分析事物。中国人善于把握整体，注重平衡，习惯从整体中看个体；西

方人喜欢化整为零，注重分析，习惯从个体中看整体。此点也同样促进西

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崇尚斗智，因而棋术十分发达；

西方文化崇尚斗勇，故而体育甚为突出。 
 
   中西文化，有着相通之处，比如：西方人，奉行实用主义；中国人，讲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但是，中西文化，因为地理的差异，也在很

大程度上存在不同。在美国，个人主义形象在社会的各种生活中表现得非

常强烈鲜明；而在中国，家庭观念的责任感才会体现出这样的强烈与鲜明。 
    

饮食方面的比较 
 
   由于中西哲学思想的不同，西方些问题都是人于饮食重科学，重科学即

讲求营养，故西方饮食以营养为最高准则，进食有如为一生物的机器添加

燃料，特别讲求食物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及

各类无机元素的含量是否搭配合宜，卡路里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以及这

些营养成分是否能为进食者充分吸收，有无其他副作用。这烹调中的大学

问，而菜肴的色、香、味如何，则是次一等的要求。即或在西方首屈一指

的饮食大国——法国，其饮食文化虽然在很多方面与我们近似，但一接触

到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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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差异不同的饮食习惯 
人民网 2019-02-23 
 
 
 
   中国五味调和的烹调术旨在追求美味，其加工过程中的热油炸和长时间

的文火攻，都会使菜肴的营养成分被破坏。法国烹调虽亦追求美味，但同

时总不忘“营养”这一大前提，一味舍营养而求美味是他们所不取的。尤其

是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现代烹调思潮，特别强调养生、减肥，从而追求

清淡少油，强调采用新鲜原料，强调在烹调过程中保持原有的营养成分和

原有的味道，所以蔬菜基本上都是生吃。所以说西方饮食之重营养是带有

普遍性的。  
 
   平心而论，谈到营养问题也触及到中国饮食的最大弱点。尽管我们讲究

食疗、食补、食养，重视以饮食来养生强身，但我们的烹调术却以追求美

味为第一性要求，致使许多营养成分损失于加工过程中。近年来我国厨师

参加世界烹调大赛，人家端上一个菜营养成分开列得一清二楚，我们则拿

不出这份材料。经人提问，亦瞠目结舌不知所云，大大地吃了哑巴亏！  
   
   中国人重视味道，也反映在日常言谈之中，如家庭宴客，一俟主要菜肴

端上台面，主人常自谦地说：“菜烧得不好，不一定合您的口味。”他绝不

会说：“菜的营养价值不高，卡路里不够。” 
 
   基于对营养的重视，西方人多生吃蔬菜，不仅西红柿、黄瓜、生菜生吃，

就是洋白菜、洋葱、绿菜花（西兰花）也都生吃。因而他们的“沙拉”有如

一盘兔饲料，使我们难以接受。现代中国人也讲营养保健，也知道青菜一

经加热，维生素将被破坏，因而我们主张用旺火爆炒。这虽然也使维生素

的含量下降，但不会完全损失，可味道却比兔饲料好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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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的问题 
2019-02-15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为缓解人口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国家从

1978 年起提出“计划生育”方案，从 1980 年起正式实施，到 2016 年正式取

消。计划生育实施的三十几年来确实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口的压力，减少

了一系列的问题。但同时也给中国社会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人口群体—“独
生子女”。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批成家立业的“独生子女”的面临的问题也逐步显

露出来。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独生子女”面对的压力： 

  1. 照顾老人的压力。据统计，我国目前有 1.76 亿“独生子女”，而每一

个“独生子女”要负担至少两个老人，如果包括配偶的老人是四个，这还没

有将长寿的祖父母包括在内。这种家庭结构被成为“421”家庭。需要抚养的

老人太多而力不从心，如果夫妻双方有一个病倒那么照顾老人的责任将完

全落在另一方的肩上。如果夫妻都在异地工作，即使得知老人生病，也无

法第一时间陪伴老人。无暇照顾老人这是“独生子女”面临的最实际的压力； 

2. 经济的困境。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房价物价高昂，年轻人的压力

很大，“独生子女”的压力更是如此。工薪族的年轻夫妻按月收入三千元计

算，除去房贷和抚养孩子的费用，基本生活费所剩无几，如果老人生一场

大病，需要少则几千几万，多则数十万的医疗费用。这么庞大的经济数字

也是“独生子女”们所承受不起的。如果在老人没有医保的情况下，更是雪

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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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留学生活 
2019 年 03 月 19 日 16:45  来源：《华文教学通讯》 
 
 

    这个时代是学习中文的时代，有不少的外国人想到中国来学汉语，现在

汉语变成了流行的语言。另外因为各种原因而有很多中国人出国工作，之

后他们在国外生了孩子，但由于他们的孩子不会说中文，所以他们把自己

疼爱的孩子送到中国来学习汉语。我就是其中一个。 

  2007 年 7 月 5 日我来到北京。为什么我选择到北京来学习汉语呢？因

为北京是普通话说得最标准的地方，而且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所以我选择

来北京学习汉语。 

  我在北京学习快两年了，在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对一切几乎

都习惯了。在这里的生活和在我的国家的生活差别可大了，我在家的时候

平时几乎不做什么，除了学习以外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不用想，可在这

儿就不同了。我在这儿的生活很辛苦，什么都自己做，没有父母来帮忙，

连衣服都要自己洗，饭也要自己做，房间要自己打扫。如果你不做，有谁

来帮你？对于任何家务都不会做的孩子来说，做这些真的很辛苦。但是我

从来没有埋怨过我父母。他们让我学会了独立生活，能够自己去闯天下，

能够自己去辨别善与恶。还有，这儿的生活很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家的时候，想做什么都得先经过父母的同意才可以做，但是在这儿只要

你想做，马上就可以做。每到周末的时候，我经常跟几个同班同学一起喝

酒、聊天儿什么的，过得真开心。 

  虽然在这儿有很多朋友陪着我，但是我也有寂寞的时候。每当下雨的

时候，我就会想念我的母亲，因为，以前如果下了雨，她就会在我的身边

陪着我，可现在却不行。 

  在学习上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只是学过的词语老是忘了怎么写。我现

在共学五门课，一个星期二十四节课，除了周一以外，其他日子没有下午

课。 

我的留学生活快要结束了，这个学期是我最后的一个学期。我真的舍

不得离开这个学校。我希望毕业以后能有机会再来到这个学校看看，因为

在这里的留学生活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忘的。(北京华文学院/宋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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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 
2019-15-03 人民网 
 
 
 
 保护环境对人类来说是不可忽视的。 

如今，工厂的大烟囱正冒着浓浓的黑烟；马路上，各种车子排放着尾

气；小河里都是垃圾，肮脏极了…… 

昨天，我到菜场去，又看到了塑料袋。这是一种白色污染。虽然它使

用起来方便，却造成了环境的污染。风一吹，到处飞扬起来。埋在泥土下

吗？可是又不会腐烂。焚烧起来吗？又污染了空气。 

我们去某个草地上玩，那小草的绿色和花的颜色交融在一起，你会感

到很美，但是你的眼睛里还有一些不和谐的东西，那就是垃圾。散落在草

地上的垃圾把那小草和花组成的美感破坏了，把自己的心情搞得糟糕透了。

这都是人们的懒惰引起的，他们不愿多走两步扔在垃圾桶里，偏要把垃圾

扔在草地上。 

再如我们到大自然中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总喜欢带一些东西去。我

们肯定会想这是山上，又不是在学校或是日常生活中没有人会管，肯定随

手就把垃圾扔在了地上。如果我们这么想是错的，你把垃圾扔在了那里，

会对那里生活的动、植物造成影响，也会破坏环境。 

只有大家同心携手共同拒绝白色垃圾，我们的家园才能更洁净，生活

更美好！ 

生活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现象还是无处不在。从小做起，

从我做起！共同爱护人类的家园——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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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衣服的智慧 
2019-01-18 来源：中国中小学教育网  作者：佚名 
 
 
 

  13 岁的那年，父亲有一天突然递给他一件旧衣服。 

  “这件衣服能值多少钱?” 

  “大概一美元。”他回答。 

  “你能将它卖到两美元吗？”父亲用探询的目光看着他。 

  “傻子才会买!”他赌着气说。 

 

  父亲的目光真诚中透着渴求：“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你知道的，家里日

子并不好过，要是你卖掉了，也算帮了我和你的妈妈。” 

  他这才点了点头：“我可以试一试，但是不一定能卖掉。” 

  他很小心地把衣服洗净，没有熨斗，他就用刷子把衣服刷平，铺在一块

平板上阴干。第二天，他带着这件衣服来到一个人流密集的地铁站，经过六

个多小时的叫卖，他终于卖出了这件衣服。 

  他紧紧攥着两美元，一路奔回了家。以后，每天他都热衷于从垃圾堆里

淘出旧衣服，打理好后，去闹市里卖。 

  如此过了十多天，父亲突然又递给他一件旧衣服：“你想想，这件衣服怎

样才能卖到 20 美元？” 

  “怎么可能？这么一件旧衣服怎么能卖到 20 美元，它至多值两美元。” 

  “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父亲启发他，“好好想想，总会有办法的。 

  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请自己学画画的表哥在衣服上画了一只

可爱的唐老鸭与一只顽皮的米老鼠。 

  他选择在一个贵族子弟学校的门口叫卖。不一会儿，一个管家为他的小

少爷买下了这件衣服，那个十来岁的孩子十分喜爱衣服上的图案，一高兴，

又给了他 5 美元的小费。 

  25 美元，这无疑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他父亲一个月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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