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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南京大学读到硕士学位，

留校教书一年半，又去美国读了博士

学位，后留美教书至今。我经历过中

美两个国家的教育，知道两个国家教

育的特点是什么，优缺点如何。所以，

中美大学教育比较
   丁玖

宋美龄和希拉里 •克林顿的母校，韦尔斯理女子学院。

我将尽量客观地反映这两个国家高等

教育的情况，但主要谈谈美国大学教

育的一些特点。

讲到美国的大学教育，我联想到

几年前，1957 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爱因斯

坦讲座教授”席位上退休后回大陆定

居并教过清华大学一年级物理的杨振

宁曾经这样讲过，“清华大学的学生

不比哈佛大学的学生差”。但是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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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

美国的基础教育是 12 年：小学

5 年，初中 3 年，高中 4 年。美国有

多少所高等院校？我们无法考证精

确的数字，大约在 3500-4000 所。但

是大部分学校是面向社会的，培养应

用型人才。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杂志的归类法，研究型大学总数

比较起来并不是很多，大约 300 所左

右。什么是研究型大学，他们有具体

指标。一个大学如果有学科齐全的本

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并立足

于突破性研究，那么它就是研究型大

学，称为“国家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ies)， 哈 佛、 普 林 斯 顿 位

居榜首，我执教的南密西西比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也

榜上有名。如果你的学校有学科齐全

的本科专业，生产一定数目的硕士学

位，但只有很少的博士学位，那就是“硕

士型大学”(Master’s Universities)。
美国有 600 多所这样的大学。剩下的

本科院校要有一定比例的学士学位。

还有一部分学院生产一半以上的“人

文学科”学士学位，故称之为“人

文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有

200 多所。几年前一名江苏扬州女生

被人文学院中排名相当靠前，位于美

国依阿华州的格林奈尔学院 (Grinnell 
College) 录取并获 4 年全额奖学金，

《扬州晚报》以“美国名校百万元挖

走扬州女孩”标题报道之。该校只有

两千左右学生，却有高达大约十亿美

元左右的基金，故它有雄厚财力在全

世界范围内招收一些需要奖学金资

助读书的优秀学生。美国前总统克

林顿的太太、现任国务卿希拉里 • 克
林顿的本科母校韦尔斯理女子学院

(Wellesley College) 是一所更为出色

的人文学院，宋美龄毕业于此，谢冰

心则修过它的文学硕士学位。

美国更多的大专院校是两年制的

社区学院 (Community Colleges) 和一

些职业学校或专门学校，如著名的朱

丽叶音乐学院 (The Julliard School)。
美国没有体育学院，运动员的成长主

要靠个人兴趣和私人赞助。美国大约

有 1000 多所社区学院。这些学校的

学费相对便宜。两年后可获大专学位

(Associate Degree)，一部分毕业生可

转到本科院校继续学习，学分照算，

另一部分毕业生以他们学以致用的知

识和技能直接进入工作岗位。如我大

学附近的一所名叫“珍珠河社区学

院 ”(Pearl River Community College)
设有“牙齿卫生”专业，工作机会很好，

因美国人定期洗牙，已成习惯。 
美国因是联邦制，没有国立大学，

只有私立大学和州立 ( 公立 ) 大学之

分。私立大学教育经费与政府无关，

学费颇贵，尤其是名校，已达每学年

40000 美金以上。州立大学教育经费

源于本州纳税人的钱，由州政府拨款，

来自州内居民家庭的学生可减免学费，

如我教书的这所学校一学年要交“州

内学费”约 5000 美金。来自州外的学

生，包括外国学生，如无奖学金资助，

所有费用中除了州内学费以外还要缴

纳一倍以上的“州外学费”，如我的

学校“州内 + 州外学费”总共约为

12000 美金。美国教育部不像中国教

育部那么管得“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只是协调管理机构，基本无权干涉各

州的教育事务，对高等院校更几乎“不

闻不问”。

美国的教育是很实用的，是为社

会培养实用性人才的。无论何种学校、

何种学科，一直对人文教育非常重视，

因为人文知识是做人的基础、道德的

载体。美国 19 世纪末开始强大起来，

先是以农业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然后

是工业现代化，大学在当中起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我当初念博士学位的那

个学校叫密西根州立大学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它 1855 年建校，开

始叫密西根农学院，是美国第一家“政

府授地”大学，也是美国第一所正规

同时，1982 年菲尔茨奖获得者、哈佛

大学数学系教授丘成桐却说，“在中

国听说美国大学生的数学特别差，但

是我的感觉是美国好学生的数学好得

真是不得了”。所以，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看法，到底谁更正确，就好像是

瞎子摸象，看上去都有点片面性，但

每个人讲的似乎都有些道理。那我们

就从美国教育的具体情况，看看我们

对美国的教育到底有哪些观察和想法。

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借鉴的，值得我

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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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农业科学的高等院校，后来改名

为密西根农业和应用科学大学。该校

历史上最杰出的校长是 John A. Hannah 
(1941-1969 在位 )，卸任后做过联合

国副秘书长。他在任时学校改为现名，

并发展成为美国最好、最美丽、规模

最大的公立大学之一。

自由发展的美国大学教育

美国大学生进校后，他们是如何

被培养的呢？我当初到美国念书，在

读博士的同时做教学助理，每周 20 小

时工作量，属“勤工俭学”，挣够学

费生活费，性质和国内的助教不大一

样。美国教授教基础课，比如微积分，

上大课，但每周要安排 2 个小时答疑，

上习题课，我就负责答疑、上习题课

这个工作。我当时想当然地认为，美

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大概每个学生数

学都特别棒。在给大学生上习题课的

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my God，他

们问的问题有时侯就类似于“1/2+1/3
等于几”这么简单的中国小学生算术

问题。如果仅看到这一点，你会觉得

美国学生太差了。这样看，“清华大学”

当然比“哈佛大学”强，但这仅仅是

一个指标。

美国的教育是通才教育，它让你

自由发展，这是教育的最基本要求。

大学教育并不只是对某个技能的教育，

不光只学“数理化”，它让你有广阔

的视野，这是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明

显的区别之一。大学中不管文科、理

科、工科，人人必修的核心课程包含

不少“文史哲”，要读大量从古希腊、

古罗马到近、现代伟大哲学家、诗人、

文学家、历史学家等流芳万世的著作。

故美国大学生大都能言善辩，常见的

校园集会上不乏口若悬河、鼓动人心

的演讲家。这就是为何美国当选总统

奥巴马的就职演说那么能打动人心！

可是，谈到理工科基础知识，如数学、

物理、化学，美国那些将来不去读研

究生院的学生们普遍比中国同类大学

生薄弱，因为美国大学生在中学时不

会用大量的时间去做大量的习题，宁

格林奈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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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去享受大自然，因为青春是那么的

美好。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美国教育对前百分之五十的人有效，

中国教育对后百分之五十的人有效。

意思就是中国教育让你多训练，你本

来不太懂的让你搞懂了或表面上搞懂

了，但这种方法对那些反应比较快的

或者能力强的人是不适用的。美国中

学阶段对学生的数理化基础知识掌握

要求并不太高，高中只有代数、几何

算必修，代数不强求背公式，几何也

不大教证明，三角对许多州属选修课，

但对英文演讲写作训练的要求较高。

学校设有很多的选修课，让你按照自

己的兴趣发展。我看过伟大的美国遗

传学家摩尔根 (Thomas Morgan, 1866-
1945) 的传记，他对生物的兴趣就是

从小时候特别喜欢动物开始的。所以

兴趣大于一切，好奇心就是在兴趣中

产生出来的。美国的教育就是让你对

什么有兴趣就让你在哪方面发展，不

会压制你的潜力。

培养会思考的人才     

美国的一般大学生不知道很深的

数学，难道你说他笨吗？我的一位朋

友在韦尔斯理女子学院数学系当教授，

他说那里的大部分女生 ( 不包括中国

去的好学生 ) 连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求

根公式都背不得。几年前他请我去他

那里做一数学讲座，之前关照我“讲

浅点”。难道克林顿太太或该校因嫁

人而肄业的老布什太太在你心目中“陡

降三级”？你把中国人和美国人放在

一起，大家都不笨，都很聪明。中国

的学生为了高考，大量的时间用在像

机器一样做习题上，某种意义上讲，

做了大量无用功，就像鲁迅小说中的

孔乙己虽然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

沾沾自喜，但对社会用处不大。2003
年秋我学术休假期间应邀在国内某知

名大学用英文讲数学课，用的是美国

最好的教材之一，美国布朗大学教授

Phillip Davis 的名著《插值与逼近》。

我在教的当中，布置了一道测验概念

理解的题目，可用一个基本思想简单

做之，这就是高中代数中的“代数基

本定理”，即任意一个非常数多项式

必定有一个复数根 , 推而广之 , 任意一

个 n 阶多项式必定有 n 个根。绝大多

数人没有想到这个基本定理，做不出

来，但是跟高考有关的多项式题目他

们高中就做出来了。这是“一刀切”

的高考制度造成的“不善于思考性”，

不善于知识的融会贯通。要想到考试

不是人生的目的，人也不是为考试而

生的。

我有次回国，在飞机上和我邻座，

毕业于美国第一家公立大学——北卡

大学教堂山校区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历 史 系， 常

来广东指导家具生产的一位美国绅士

Russ Childress 先生聊到中国的教育。

他说，他曾在北京某大学教过物理的

美国朋友这样比较中美学生：当老师

讲二加二等于四时，美国学生甲说“我

韦尔斯理女子学院校园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