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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考指挥棒催生“计划性精养”

升学压力山大 推娃难免疯狂
◎习习

几天前，上千万中国高考生刚刚经历了他们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十几年苦读，一考定乾坤，考生和家长的压力可想而知。在大家印象中奉行快乐
教育的美国，
是否就可以一路高枕无忧呢？其实，
考大学的竞争焦虑在美国父母中同样盛行。从幼儿园开始，
在一场场没有硝烟的升学之战里，
无数美国家长费
尽心机，
“拼搏精神”
跨越国籍、
种族、
资源财富和社会地位，
大家在推娃的阵营中焦虑的心情庶几相同。

拼命一次，
轻松一路？
常青藤名校博士温斯蒂·马丁的新书《Primates of Park Avenue：A Memoir》一经推出，立
刻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并持续热销。
书名的直译是《公园大道的灵长类》，然而中文
译者巧妙地把它翻译成《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
金包》，
简单粗暴地戳中了无数妈妈的玻璃心。
温斯蒂是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夫妻二人
事业做得有声有色，要说在纽约也算混得如鱼
得水。为了孩子上学，他们决定搬到权贵云集
的纽约上东区。哪知道，接下来一连串的经历
让她大跌眼镜。
第一步买房，就被来了个下马威。在上东
区，并非有钱就万事通，没寻到一个体面的经纪
人，连看房的机会都没有。买房过程中还得经
过邻居们的面试，通过“审查”才有资格搬入社
区。好不容易在上东区买到了一套公寓，孩子
报考私立幼儿园又让人脱了一层皮。一次次带
孩子去面试, 一次次被拒，
温斯蒂几乎到了崩溃
的边缘。没办法，最终还是动用了亲戚的人情，
才得已进入一家价格不菲的幼儿园。
孩子总算如愿上学了，你以为万事大吉了
吗？错，好戏才刚刚开始。温斯蒂的儿子在幼
儿园里找不到玩伴，她自己也被其他的妈妈当
作空气，于是温斯蒂将买到一只象征着特权和
身份的铂金包当成了武装自己的武器……在搬
去上东区之初，温斯蒂为打入贵妇妈妈营使出
浑身解数。但当她好不容易混进圈内，才发现

为孩子开启
“侧门”
引发名校招生丑闻

这些外表高贵冷艳的妈妈们其实同样满心紧张
和焦虑。
虽然书里的描写有夸张的成分，但情况也
基本属实。我朋友一家人，爸爸是华尔街基金
经理，妈妈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才生。
他们一家人平时住在上东区的高级公寓里，暑
假搬去长岛的海边别墅。这位妈妈正是一位书
中描写的穿着香奈儿的地产经纪人，对上东区
的门道搞得一清二楚。结婚生子后，她辞去工
作，跻身上东区贵妇妈妈的行列。两个女儿不
用说，上的自然是要挤破头才能进的昂贵私立
学校。妈妈每天奔波于女儿们各种各样的辅导
班，外语、体育、才艺，和社交活动，在争分夺秒
的生活中试图找到安全感和成就感。
其实，
育儿路上的这份焦虑并不是纽约贵妇
圈的特有现象。不论贫富，不论种族，所有的父
母都期待能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在
这一点上全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社会底层
的人想要孩子不再吃自己吃过的苦，
受自己受过
的罪；中产阶级希望孩子比自己拥有更多资源，
在未来有潇洒做选择的底气；
而金字塔顶端的人
群深知爬到塔顶不易，
能够占据在那个制高点更
不易。对纽约上东区的妈妈们来说，
孩子一定要
进最优质的幼儿园，
因为那儿才与父母的社会地
位相匹配，
那里才是理想的儿童社交圈。而且一
旦跨入最难进的一流幼儿园，
就为以后上最顶级
小学、
中学和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升学之战里，如何才能在刀光剑
影中杀出一条路，让无数家长焦虑不已，有些家长费尽心
机，
甚至不惜铤而走险。
今年 3 月份，
正当高考生们紧张而焦虑地等待大学发
榜之时，美国各大媒体曝光了一宗高校招生舞弊案，一时
间舆论哗然。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宗招生丑闻，
涉及的大学包括斯坦福、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
乔治城大学、
耶鲁大学、
得克萨斯大学等。根据波士顿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透露，
此案初步起诉了 50 人，
其
中包括 17 名升学中介，大学体育教练，考试机构负责人，
以及 33 名学生家长。这些家长来头可不小，不少是社会
名流：
有上市公司 CEO，
证券和地产投资商，
律师事务所联
名主席，著名时尚设计师，以及最为大家熟知的两名好莱
坞女星——热播美剧《绝望主妇》主演霍夫曼和《欢乐满
屋》主演劳芙琳。
据报道，位于加州的升学顾问辛格声称“有人通过前
门进入名校，有人通过后门进入名校，而我可以为你的孩
子开启一扇侧门。”这里的“前门”顾名思义，是指申请学
校的正常渠道。
“后门”指通过巨额捐款砸钱进名校，这个
方式在高校招生中称为“发展案例”，这种情况在美国是
公开的也是合法的。比如大家都熟知的美国第一女婿库
什纳的父亲曾在二十年前向哈佛大学捐赠了二百五十万
美元，
而后他的两个儿子都顺利进入哈佛读书。
如果凭孩子的实力申请无望，凭父母的财力捐不了

或不想捐那么多，可又一心想进名校怎么办呢？辛格就
是抓住了家长的这种囧境，自以为聪明地发明了“侧门”，
他通过找枪手代考，篡改成绩，伪造运动员资格，以及贿
赂运动队教练的方式，将一些没有达到录取标准的学生
以虚假运动员的身份送进名校，而这些家长为此支付了
从几千美元到六百五十万美元不等的“咨询服务”费。辛
格在过去的八年中，有 700 多位客户，目前检方只对其中
33 名家长以欺诈和贿赂共谋的罪名提起了诉讼，其余家
长暂时未被起诉。
高校招生丑闻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媒体接连
不断的报道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关注。一对夫妇看到新闻
报道，联想起几年前在房地产买卖中遇到的一桩蹊跷事，
于是向《波士顿环球报》电话举报。经调查，三年前，哈佛
大学击剑队主教练布兰德以高出政府估价约三百万人民
币的价格，将他的住房卖给了他当时指导击剑的一位华
裔学生的家长。同年秋季，该家庭的二儿子以击剑运动
员身份进入哈佛大学。一年以后，该家长将这套从未住
过一天的房子出售，一进一出净损失约两百二十四万人
民币。目前，被曝光的击剑教练和家长都向媒体否认有
任何不当交易，
此事仍在调查之中。
美国高校招生舞弊案还在不断发酵中，然而有一点
很明显，为了孩子上学，家长们的“拼搏精神”是跨越国
籍、种族、资源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大家在推娃的阵营中
焦虑的心情庶几相同。

“逆境分数”
助推焦虑？

高校录取竞争日益白热化
美国义务教育横跨 13 年，孩子们可以免
费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但是出于各种
原因，有些家庭还是选择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就
读。很多私立学校的学费昂贵，比如纽约市某
私校学费高达 58.8 万人民币一年。然而，即
使愿意投入巨大的资金支持，孩子也未必能进
入竞争激烈的私校就读，家长产生焦虑之心也
不难理解。下面是 2018-2019 年度美国部分
私立学校(包括幼儿园到高中)的录取情况。

学校

所在地

录取率

Somerset Hills Learning Institute

新泽西

1%

Our Savior Lutheran School

威斯康辛 1%

赛奖项，体育特长，才艺特长，领导力，创新能
力，社区服务，甚至社会影响力等等。此外，有
些学校跟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紧密联系，这也
会在大学申请过程中为学生带来优势。在这
条学校产业链上，越是处于链条的末端，竞争
就越激烈。难怪有些家长寄希望于从幼儿园
就搞定，拼命一次，
轻松一路。
美国高校录取竞争有多激烈，不妨来看看
2019 年常青藤盟校的录取率。

哈佛大学

43330

1950

4.5%

哥伦比亚大学

42569

2190

5.1%

普林斯顿大学

32804

1895

5.8%

耶鲁大学

36843

2178

5.9%

布朗大学

38674

2551

6.6%

5%

John Thomas Dye School

加州

7%

Annunciation Catholic School

华盛顿

10%

Camelot Kids Preschool

加州

10%

Centennial Montessori School

加州

10%

宾夕法尼亚大学 44960

3345

7.4%

Hayden Child Care Center

加州

10%

达特茅斯学院

23650

1876

7.9%

Good Shepherd Lutheran School

俄勒冈

10%

康奈尔大学

49118

5183

10.6%

One Fifty Parker Avenue School

加州

10%

THINK Global School

纽约

12%

Phillips Academy Andover

麻州

13%

The Thacher School

加州

13%

Cate School

加州

14%

Deerfield Academy

麻州

15%

Girard College

宾州

15%

Milton Academy

麻州

15%

San Francisco Friends School

加州

15%

St.LukesSchool

纽约

15%

Write Start Learning Center

加州

15%

有人说，为上个幼儿园这么拼，值得吗?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看看美国大学的招
生规则。美国大学是根据多项指标来评判一
个学生的综合能力，比如 SAT/ACT（类似于高考
成绩），GPA（在校学习成绩），毕业学校声望，竞

神。但是，有些所谓的精英高校竟然给亚裔学生在性格
等非常主观的项目上打低分，降低亚裔的入学率，以完成
校园种族多元化的指标。
2018 年 10 月份，一个亚裔组织状告哈佛大学招生
歧视案在波士顿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庭审，这宗诉讼引发
了法庭内外激烈的争辩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此案审判结果不仅会关系到实施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平
权法案的命运，而且还牵动着对美国高等教育现状的思
考与变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今年 5 月 16 日，
《华尔街日报》刊
登了一篇文章介绍美国高考的新花样。管理 SAT 的高考
机构“美国大学理事会”宣布将给每个考生打“逆境分
数”，以调整由考生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分数差
异。考生无权看到这个分数，只有大学在审阅申请材料
时才能查阅。这个“逆境分数”基于 15 个指标，包括考
生的家庭条件，居住社区以及入读高中的境况。比如出
自单亲家庭，犯罪率高的、贫穷社区的考生都可以获得加
分。而来自中产阶级的考生，家庭稳定，父母有良好的教
育背景，入读不错的高中，这些本来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因
素，
一夜之间却变成了考学的绊脚石。根据历年 SAT 分数
统计，这项政策将对大部分中产和富有家庭的亚裔和白
人考生产生严重的影响。
去年，
这个
“逆境分数”
已经在 50 所高校招生中试行，
今年将推广至 150 所大学，预计未来将在全美普及使
用。消息一出，民众哗然。高校招生中已经设有多项考
察因素了，考试成绩只是其中一个指标，为什么一个标准
化测试成绩也要被人为调整？一时间，网络上涌现了无
数段子，比如父母辞职，离婚，搬去犯罪率高的贫民区，或
者至少在小区里砸几辆车的玻璃以降低社区安全指数。
虽说都是笑话，然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笑过之后
不由得让人更加无奈与不安。

申请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率

Castle Island Bilingual Montessori 纽约

（注: 以上表格仅为录取率数据，
不代表私校综
合排名）

在美国的各族裔中，毫无疑问，亚裔家庭在
孩子上学的问题上是焦虑症最严重的。
目前美国很多高校都在招生中采用种族配
额制度，也就是说参考种族人口比例，录取不同
族裔的学生。根据 2018 年人口统计，亚裔人口
在美国人口总数中只占 5.8%。这
个制度对于人口比例低且高度重
视教育的亚裔显然非常有局限
性。近几年，陆续有朋友的孩子考
大 学 ，都 是 品
学 兼 优 、各 方
面全面发展的
好 学 生 ，然 而
不少孩子并未
如愿去到心仪
的学校。同事
的女儿在一所
竞争激烈的高
中 就 读 ，全 年
级几百名学生中成绩排名前三，SAT 成绩几乎满分，还是
校网球队队长、校报主编、新英格兰管弦乐队成员。她的
理想是耶鲁大学，然而那一年，耶鲁大学劲推多元化政
策，
同事的孩子与她的理想学校痛失交臂。
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内阁部长赵小兰 2016 年在接
受《世界日报》的采访中提到，高校录取的种族配额制度
对亚裔很不公平。赵小兰女士指出，五十年前高校以成
绩为主要考核指标，这对逢考必赢的亚裔学子来说游刃
有余。此后，高校改变规则，要录取全面发展的学生。这
也难不倒亚裔学生，他们不仅成绩优秀，同时还展示了音
乐、艺术、体育等各方面的才华。于是，高校又提出要有
领导才能，许多亚裔学子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发扬领袖精

（数据来源：
各校公布信息）
上图资料显示，
2019 年常青藤盟校的平均
录取率只有 6.7%。经历过中国高考的人初看这
个数据，
也许觉得这个录取率似乎没有太吓人。
但是，这里所公布的总录取人数里包括大约
25%-33%的校友、各国政要及巨额捐款人的子
女，
比如《哈佛学生日报》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
哈佛 2018 年入学的新生中校友子女居然高达
36%。此外, 在2018 年入学新生中，
有 12.2%是
以后要为学校运动队效力的体育特招生。最后，
也是很具有美国特色的，
就是很多大学为了促进
种族多元化，
会对非裔、
拉丁裔、
印第安裔学生,
以及贫困家庭的学生有一定的倾斜政策。如果
你不符合上述任何一个条件，
那么你的孩子就只
能在高考大军中竞争所剩不多的入学名额。
敢于申请藤校的学生个个品学兼优，怀揣
无数奖项，或有领袖才能，或有特殊才干，甚至
有些学生在高中时期就已经发表了科研成果，
或者组建了公司或非盈利组织等。总之，每个
人都有一份金光闪闪的简历，想在这样一群少
年精英团中脱颖而出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呢。

“计划性精养”
取代
“自然放养”
近年来，越来越多美国本土和来自世界各地富有才
华和成就的年轻人申请进入美国顶尖高校就读。大学入
学标准随之水涨船高，录取政策又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
性，美国名校的录取资格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为稀缺的
资源之一。当欲望得不到满足，现实与理想产生差距，就
成为人们焦虑的源泉。
十九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奠基人詹姆斯就已经指出，
人们的自我价值感等于成就除以期望。显然分子越大分
母越小，自我满意度就越高，焦虑程度也就越低。所以如
果想走出焦虑，不妨从两个方面思考，努力创造成就的同
时，
调整自己的期望值。
为人父母，都希望孩子拥有成功的人生，我们尽自己
最大努力给孩子提供最好的平台，希望为他们的起跑助
一臂之力。然而，如果把成功的标准单一化符号化，看似
有了清晰的目标，其实情况反而复杂了。仅以考学为目
的，可以通过辅导提高考试成绩，也可以根据要求完成义
工小时数，或者研究各种奖项的含金量而砸钱砸时间。
但是跟着风向标不停地跑，不但会搞得家长孩子身心疲
惫，而且还会迷失方向。一旦录取规则出现变数，眼看十
几年的努力付之东流，
难免会焦虑，
甚至愤怒。
因此，期望值要切合实际。高校贿赂丑闻中牵涉的
女星霍夫曼的大女儿是个网红，在社交媒体上有百万粉
丝。得知被南加州大学录取之后，她满不在乎地在视频
中表示不稀罕去上课，只想去派对玩。这样的熊孩子，就
算千方百计地送进了精英大学，
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与调整期望值相比，提高成就更有挑战性，因为它包
含许多不可控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家庭的育
儿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二战结束以后，士兵返家养
儿育女，经历了战争和死亡的洗礼，他们渴望的是平安、

轻松、愉快地过好每一天。所以，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孩
子通常经历了“自然放养”，也就是父母在育儿方面比较
宽松，让孩子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去发展，父母较少
介入孩子的日常安排和选择。
然而随着社会教育体系的变革，到了上个世纪末，美
国的家庭育儿方式逐渐被一种新的理念所代替。新一代
的父母更加注重孩子认知能力、社交技巧和文化素养方
面的培养，他们将孩子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不能虚度一
分钟，这种育儿方式被称为“计划性精养”。现在中产阶
级大部分是遵循这种教育理念和方式，而上层社会更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文开篇提到的纽约上东区的贵妇妈
妈们就是将这种理念演绎到了极致。
不 管 什 么 方 式 ，在 养 儿 育 女 的 路 上 ，没 有 公 式 可
循。在美国，很少能看到“哈佛妈妈”
“耶鲁爸爸”之类的
宝典，因为美国人不热衷复制别人的成功，况且别人的
高招套在自己家孩子身上也不一定好用。美国重视校
园多元化，精英学校更青睐充满个性的有趣的人。名校
招生官最不喜欢的就是千篇一律的申请材料，类似的经
历，几乎一模一样的文书，在成千上万份的申请材料中
怎么可能脱颖而出呢？父母在培养孩子的道路上要多
观察孩子的兴趣与优势所在，让他们选择自己真正感兴
趣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孩子的潜质，才有望
在千军万马中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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