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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Swarthmore看文理学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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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朋友通知我，他们的孩
子被美国最为顶尖的文理学院之一
的Swarthmore录取。我真为他们高
兴，因为多少年来我是一直强调文
理教育的重要性。这使我想起我的
一篇博文，诺贝尔奖得主Baltimore 
和Temin当年在一个领域竞争，
他们还是本科院校的校友，虽然
Temin的理论想法更早些。“他们
都没有读著名的综合性大学而选
择读小的文理学院，他们本科毕业
于费城周围的Swarthmore学院，然

后Temin在加州理工，巴尔的摩在只有研究生院的洛克
菲勒大学分别取得博士学位。从巴尔的摩做报告的引人
入胜和他超过六百篇论文的严谨逻辑与流畅表达，你能
很容易欣赏到文理教育在他身上的影响”。也就是说，
在197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中，三分之二的人为
Swarthmore学院的毕业生，这种巧合确实不多见。

中文将文理教育强调的“Critical Thinking”翻译
成 “ 批 判 性 思 维 ” 并 不 准 确 ， 因 为 医 生 说 病 人 处 于
critical condition或历史学家强调的critical moment里面
的critical都别有批判的意思，所以翻译成缜密性思维似
乎更好些。文学里面的Literary critic也是翻译成文学评
论家比较恰当。这种思维在我看来需要拥有三个方面的
能力：首先能获得相当客观的资料，在科学上就是得到
可靠的原始实验证据；紧接着是从不同角度分析、整合
和质疑这些资料的能力，所有质疑中最困难的是质疑自
己的东西；最后是作出自己认为基于实事所应该得出的
结论。缜密思维能力可以让你受惠于绝大多数的职业生

涯，但是这种能力却能从不同的学科中获得，像物理、
生物甚至艺术。当然科学家在获得资料前还有假说，获
得的资料应该具备高度的可重复性。至于如何分析资料
以及怎样得到正确的结论，则是因人而异，这正是区别
科学家和学者水平的指标之一。不同的人看同一张X射
线衍射图的效果差别很大，有人能得出DNA的双螺旋结
构，另外的人可能就是年复一年的实验记录而已。

我以前曾经这样谈过文理学院：“很多年前，华尔
街时报就各大学或学院向顶尖的三大职业学院（医法
商）输送毕业生的能力作了一个评估或排名。它们叫
Feeder schools’ ranking，也就是顶尖医，法或商学院
生源的排名。因为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都有一个共
同点，就是十分看着学生本科阶段的学业成绩。这话
或许不是大家都认同，学校的本科毕业生上知名的法，
医或商学院的比例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校的
本科生教学质量。令人意料不到的是，一些大众眼里不
知名的文理学院，像Haverford或Bowdoin的排名远高于
Caltech或伯克利加大等世界著名学府。当然重视通识或
文理教育的耶鲁排第二，普林斯顿第三，哈佛更是居首
位。然而，Williams紧随斯坦福之后排第五。Williams
的入学难度是远不及前面四位的，大概相当于杜克或芝
大。

名人本科出身于文理学院的更是不胜枚举，像发现
逆转录酶并做过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的巴尔的摩毕业于
Swarthmore；发现癌基因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前院长
Varmus的本科是Amherst，还是读的英文主修。Hillary 
读耶鲁法学院之前毕业于波士顿郊外的威斯里女子学
院。他们都在文理学院里受到了良好的思辩能力的训

练，从而使他们拥有在各行各业成功所必备的卓越的书
面与口头表达能力。美国一些州立大学也有些小课的
Honors Program，属文理教育的性质。在美国的上流社
会，子弟选Amherst拒哈佛是见怪不怪的事情。

除了洛杉矶郊外以工程著称的Harvey Mudd等学院之
外，文理学院是鲜少以传授或培训学生获得学位后的求
生本领为目的的。文理学院热门的历史，文学或艺术批
判等专业的毕业生，在选择读文理学院时，一般都会有
进一步读职业学院或研究生院的想法。这些是来自中国
而又不是富裕家庭的学生需要考量的，因为他们毕竟是
需要凭实用的技能在美国去谋生的。这应该是第一代移
民必须面对的现实，你要在美国确定了职业生涯后才有
闲心去罗马或凡尔赛宫欣赏艺术。”

吴晓波

卡梅尔学区系列报告

卡梅尔学区概况
作者 郑琳

本 系 列 文 章
旨在为读者提供
一个了解卡梅尔
学区的机会。文
章主题包括学区
以学生为中心的
办学理念，学区
理事会和学监之
间的伙伴关系，
以及强大的公立
学校和繁荣的社
区之间的关联。
本篇文章介绍学
区的框架和利于

学区教职工之间的团队合作，信任和沟
通的文化氛围。 

卡梅尔学区共有11所小学，3所初中
和1所高中。2016-17学年共有16,033名
学生。卡梅尔学区目前是汉密尔顿县最
大的雇主，共有2,461名经本系列文章
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卡梅尔学区的
机会。文章主题包括学区以学生为中心
的办学理念，学区理事会和学监之间的
伙伴关系，以及强大的公立学校和繁荣
的社区之间的关联。本篇文章介绍学区
的框架和利于学区教职工之间的团队合
作，信任和沟通的文化氛围。

验丰富同时对工作精心投入的员工。
卡梅尔学区一直获得印第安纳教育部颁
发的最高等级“A”等级。其下属学校共
获得十次国家蓝丝带学校的奖项。高中
毕业率稳定在97.2％。

卡梅尔学区笃信一切决策必须围绕学
生为中心。学区的使命是为所有学生提
供机会，让他们能够在不断变化的世界

中实现自己的潜力。这意味着不仅要关
心学习，也要满足学生的社会情感和身
体健康的需要。学生在提基于问题的学
习方法中得到实际生活中的学习机会和
经验。学区致力于培养学生成为终身学
习者，在踏出校门时就能准适应技术快
速变化和职业领域的不断增长。

Dr. Nicholas D. Wahl自2013年8月起
担任学区学监。Wahl博士有30年公共教
育领域的工作经验，今年是他第15年担
任学监。在被任命为卡梅尔学区学监之
前，Wahl博士曾担任伊利诺伊州Hinsdale 
86学区学监和伊利诺斯州Westmont 201学
区学监。 Wahl博士拥有印第安纳大学教
育学学士学位，普渡大学教育管理硕士
学位，以及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国立路
易斯大学的博士学位。

作为学监，Wahl博士负责实施学区
理事会制定的使命和战略计划。 Wahl博
士认为学区有效的领导离不开学区各个
层面，学区理事会和整个社区的合作和
分享。学区和商界，政界和非营利组织
建立了坚强积极的关系。

学区理事会由五名成员组成，通过
选民投票产生，每届任期四年。其中两
个成员是全学区代表。现任理事会成员
有：主席Layla Spanenberg; 副主席Pam 
Knowles; 秘书Michael Kerschner; 董事会
成员郑琳和Katie Browning。理事会的三
项主要职责是：聘用学监，监督预算和
财务，以及批准政策。这些政策是学区
运作的指导方针。学校董事会还负责制
定促进学区使命和指导原则的立法教育
优先事项。

中国留学生被拒入境美国
理由五花八门

　　不管川普移民政策的“收口”有没有
针对华裔移民，但华人“躺枪”事件近一
段时间洛杉矶国际机场却明显增多，昨天
刚报道中国孕妇“吃美国福利豆腐”被拒
绝入境，今天又爆出中国留学生因种种原
因被遣返回国的消息，而且这类案子还不
止一次，洛杉矶华人律师刘龙珠9日介绍了
多个留学生被拒入境的案子。

　　刘律师介绍说，前一段时间有多个中
国留学生因为种种原因被美国海关拒绝入
境并直接遣返，其中包括：

　　1、留学生不好好上学，每周只上一小
时的课；

　　2、留学生找人代为上课；

　　3、找人代考；

　　4、三年内转学四五次；

　　5、非法打工；

　　6、入学时间比学校成立还早；

　　7、留学生的学校根本不存在；

　　8、留学生不知道学校地址；

　　9、上了高等物理专业的留学生在海关
专业问答面前一问三不知（因为留学生根
本没上一天课）；

　　10、观看儿童色情片。

　　刘解释说，中国留学生何某上了一
所“全职”大学，可海关发现他一周才上
一小时的课，明摆着是挂羊头卖狗肉，下
场可想而知；留学生王某更夸张，他干脆
找人代为上课，钻白人学校管理人员不善
于辨别东方面孔的空子；最夸张的是冯某
不仅不上课，连考试都找人代考；由于有
些美国学校还是很正规的，对上述偷梁换
柱、张冠李戴的留学生给予严厉处分，迫
使这些学生不断地转学。

　　留学生因为转学太多，入境时被移民
海关执法局怀疑他/她根本就没有正儿八
经地念书，追究原因发现有的是因为学生
不好好上课，导致功课挂科、学习成绩下
降、待人上课被老师发现、代考被考官识
破、因此被一个个退学，迫使留学生不停
地转学，以维持I-20身份。

　　刘指出，很多中国留学生家庭条件
很一般，根本付不起大学昂贵的学费，
不少留学生不得不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他们有的家里条件好点的就出钱开个餐
馆、KTV，让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出力帮
忙打工；还有的在微信圈做起了“炸鸡
排”、“新鲜小龙虾”、“卤牛饭”的生
意。

　　留学生打工最容易露馅的一环是他们
入境时被海关检查手机，一看微信里的生
意广告就一目了然了。有些女学生的微信
中还被发现和老头子“约吗？”“3000
元保养一个月，”“300元全套”之类的
聊天记录，暴露出她们下海“做鸡”的真
相。

　　有些留学生自作聪明，入关时把手机
的微信记录全部删除，但还是被移民海
关发现了疑点，明明微信中有200多个网
友，怎么可能没有一条调天记录？这不
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稍微有点脑子
的人都会想到，最好的销毁证据的方式莫
过于彻底删除微信APP。

　　中国留学生黄某入关时，海关发现他
的电脑中有日本“未成年”色情录像，尽
管黄某解释说亚洲人看上去年轻，但实际
年龄已经到了20岁，但美国人并不相信，
还是武断地将黄某送上刑事法庭判刑一
年，刑满后遣返中国。

 （来源 美国侨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