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这样做。所以，哈佛大会上讨论的模式我早已
非常熟悉。隔着我家厨房的大理石台面，我们晚餐
时聊天的地方，我指责过我的父母没有关心我在高
中时的挣扎，批评他们的英语水平，将其归为我与
他们之间交流困难的根源。在那一刻，他们在我眼
里就好像是人们避之不及的异教徒。我希望他们看
到我的自我仇恨，并且想让他们明白这是他们不能
真正融入美国的一个反映。他们对卢克的无知反映
了他们对自己儿子的无知，我费尽力气告诉他们这
些，直到我的喉咙变得嘶哑。

如今，我们的（维权）运动已经走得很远，我
们认识到了亚裔－白人关系中的掺有性别因素的种
族主义，同化政治中的至上主义哲学，以及在反压
迫的平权运动中我们的重要角色。可是，我却并不
意外，在所有这些运动中精神疾病都被刻划为移民
形象的组成成分，并且将亚洲文化传统视为软弱，
而不是力量，的来源。在树立自我的斗争中，殖民
时代的反亚裔思想带来的痛苦仍然扎根于我们的记
忆之中。我不知道我能期望我父母什么。我妈妈离
开了房间。我的父亲看起来很生气，但没有说什
么。我的言语留给他们的印象使我们的谈话连续数
周难以继续。

亚裔美国家庭中的高期望值，过度负责任的父
母，以及与自己文化传统的强大联系导致了亚裔孩
子自杀乃是一个独特的美国悖论。但是，我们不应
该因此感到惊讶。"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和有
色人种躲不开的种族主义言论引领亚裔儿童把重视
家庭视为一种亚洲特色。此外，美国社会对亚洲男
子的普遍贬低的同时却对亚裔女性倍加追捧，以及
普遍存在的针对亚洲人的排外心理都把"亚洲特色"
与劣质联在一起。因此，在美国生长的亚裔孩子自
小就在耳濡目染之下相信自己的家庭不好。对于白
人家庭或其他有色族裔家庭来说，有责任感和坚定
的养育方式都属于值得效仿，而对于亚洲家庭来
说，同样的方式却属于可耻的和问题。

这 种 假 象 的
井 喷 在 对 蔡 美 儿
（Amy Chua）2011
年的"虎妈战歌"一
书所引起的全国范
围的回应中突显出
来。蔡氏提出的观
点其实并不新颖：
孩子对自己的未来
没有足够的责任心
去做出决定，好的
父母必须坚定和自
信，孩子则必须刻
苦努力，即使牺牲
乐趣。类似主题的
书籍早已数以百计。之所以引起大争议就是因为她
的书作描写的是亚裔孩子。对这本书的积极回应者
宣称，非亚裔父母应该采用蔡氏的建议，而负面评
论则谴责说，蔡氏如此对待自己的孩子肯定会带来
的想象中的伤害。白人父母的直觉与技巧可以使他
们能策略性地实施蔡式家教。而对于亚裔父母，由
于不具有美国式的情感与不善言辞，这么做当然就
属于太过分了。

要孩子注重家庭和勤奋刻苦并不是亚洲文化所
独有。在所有种族，孩子的学业成就都与父母的合
法身份，父母的社会经济阶层，以及家长受教育
程度密切相关（https://www.ncbi.nlm.nih.gov/pmc/
articles/PMC3442927/）。无论什么种族，父母较
高的教育水平，稳定的社会经济状态，和（如果是
移民）所具有合法身份全部都对应着孩子更高的成
就。因此，亚裔孩子较高的学业成就所反映的其实
是美国移民政策偏差指导下筛选的结果，因为只有
程度较高的亚洲人才被允许移民美国。程度较高家
庭的孩子比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学业上表现更
好，这是美国学校制度和美国人民所受待遇的黑色
印记，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但是，非要说亚裔儿
童在学校表现较好是因为种族或文化背景其实等于
是在接受社会可以按种族划分阶层的理念。这是种
族歧视的源头。   （未完待续）

译者的话：定居他乡的我们每谈到出国，心中难
免都会随之涌起一阵感慨沧桑。二十年，三十年的
光阴已然流逝，几人得暇回首当年？可是，随着时
光流去，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和出国既密不可分却又
往往不会立刻自动联系起来：我们的孩子们在我们
这些父母带领之下，在我们为他们设立的特殊环境
之中，已经开始以他们的特殊身份走向社会，走向
所居住国的社会。

我们自己出国时，无论对未来怎样憧憬，肯定都
做好了艰苦奋斗的充分准备，其中包括了各种各样
的忍辱负重。也许因为准备充分吧，很多诸如玻璃
天花板的障碍，或者直呼为种族歧视，并不足以对
我们形成伤害，甚至连伤害的感觉都产生不了。也
许正因如此，我们何尝真正将自己视为”外国人”
，视自己为”非中国人（non－Chinese）”？稍加留
心就不难发现，我们大多数人仍然习惯以”老中”
自称，仍然以”中国人”作为内心的身份认同。

可是，我们的孩子呢？他们的身份认同，他们
在自己在”祖国”居住国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是什
么样子呢？虽然很多父母都毫不犹豫的说自己留在
异乡是为了孩子，因为父母们毫不怀疑异乡的环境
对孩子肯定更好，可是孩子们是否因此而幸福快乐
呢？

无需提醒，近年来亚裔孩子们频发的自我伤害已
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让人警觉，不得不思考原
因是什么，却又不得不为百思不得其解而困扰。

孩子们自己已经在思考了。乔少华的文章是以
英文发表的，读后感触很深。翻译成中文再读就更
进一步意识到，孩子们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视角，而
且有父母完全没有想到的见解。孩子们是否视自己
为”中国人”，家长们又是否应该支持孩子们做”
中国人”还是做”非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尖锐
的问题，在很多人也许需要鼓起勇气才能面对之。
可是，如同乔少华文章议论所触及的，这个问题很
可能是亚裔孩子不快乐的根本原因，甚至关乎着我
们的”生存”。倘若如此，每一位亚裔家长，无论
是否情愿，就都不得不认真想一想了。我们所做的
一切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总之，这是一篇说给同族亚裔人的话，亚裔的孩
子们，亚裔的家长们。

亚裔孩子为什么自杀？
亚裔美国大学生认真尝试自杀的可能性是其他

所有人的1.6倍，而他们寻求专业治疗或辅导咨询的
可能性却要低3倍。在所有学生中，约有24％的人
在在校期间的某个时间点会生发自杀意念，亚裔学
生的比例应该更高。我2014年进入大学时，耶鲁，
麻省理工和宾大的亚裔美国学生死亡人数成为当时
的全国头条新闻。最近，哈佛学生卢克·唐（Luke 
Tang）去世，哈佛为此召开了一场全校范围关于亚
裔精神健康的会议，并且开拍了“寻找卢克”的电
影，里面追踪了卢克父母在儿子逝世后的生活。

随着美国主流社会自由主义政治运动势头上
升，亚裔美国青少年的高自杀率也在逐渐引起全国
注意。例如，在大学和亚裔社区中，到处可见提醒

心理健康的宣传。哈佛大学的这次会议吸引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数百人到场。以往流行的只钻数学的“
亚裔机器人”形象开始破裂。黄阿丽（Ali Wong）
的关于流产的笑话和黄颐铭（Eddie Huang）以突出
身体部位为主题的熊猫牌内裤则又为亚裔人开启了
一个受人奚落的新时代。在音乐录影颁奖仪式上歌
手“逻辑”（一位为自杀幸存者发声的流行歌手）
的表演中，亚裔女性甚至占据了舞台中心。无论如
何，在这一场注意力高涨的潮流中心是对我们族裔
精神问题成因的探索。

迄今为止，所能提出的主导模式是，亚裔孩子
们在父母高期望与僵硬传统的高压锅中崩溃。具体
说，亚裔父母抚养子女时忽略了他们期望过高所带
来的压力。在各种移民故事中，满眼都是不可能实
现为自己所承受的期望投资做出相应回报的学生
们。亚洲孩子们的弦被过度紧绷，到高中毕业时脑
筋没有崩溃的几乎剩不下几个。每个亚裔家庭都笼
罩在一个致密的大网之下，从孔子和佛祖的时代就
已经开始，我们的文化传统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
实现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同时排斥发展个人兴趣。
因为不愿意摆脱这种过时的传统，使得亚裔家庭无
法形成对所居住国家的归属感，进一步给孩子带来
压力。到了大学，亚洲学生既不能适应竞争的环
境，又不能融入崇尚态度开放的大学气氛之中。在
家时与父母的对话已经很困难，进入大学更干脆陷
入了代与代之间交流停止的状态。最终，压力侵蚀
了他们的忍受力，导致焦虑，抑郁，以及最终的自
杀意念。

我去年春天参加的那场哈佛大会所探索的主导
模式就是这样。数百名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挤
满了礼堂。“寻找卢克”的放映是当天的第一个节
目。之后，与会者进行了分组会议，重点讨论在从
高中过渡进入大学环境的困难期间，家长应该如何
支持他们的孩子。当家长们得知他们这代人的教育
失败时，嘴里的羊角面包停止了嚼咀，也不再析析
琐琐的整理衣服，而开始表达出惊讶与内疚。还
好，会议结局还算正面，主旨演讲人向参会者们保
证，只要父母努力改变方式，学生们的心理健康问
题就可以得到克服。

家长们脸上那些惊讶与内疚的样子我在我父母
都曾经见过。当我告诉他们我在大学一年级时经历
的心理恐慌时，我父母的表情就是同样的惊讶和愧
疚。他们一直在同情卢克，却又怎么也不明白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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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孩子为什么自杀？

谈美国大学文理教育的 Critical Thinking

前段时间，在华大遴选校长
的征寻意见的会议里，文科教
授似乎又把Liberal Arts（文理教
育）所培养的Critical Thinking
能力过度归于人文教育。这是
美国常春藤或其他名牌大学存
在的普遍现象，人文教授为这
种观点急呼的部分原因是为了
他们自己的饭碗。我在会上的
观点有些不同，实质上，Liberal 
Arts是包括科学的，我找不到任
何学科比科学对Critical Thinking

的训练更严格的了。
同济一位校友想办本杂志，他将杂志取名为

《Critical Science》。其实如果按Critical Thinking 
的内含去分析，《Critical Science》本身的逻辑
是不通的，我建议他改杂志的名字。我向他写
道：“Critical thinking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easoning capability which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humanity, arts, and natural sciences. Your journal being 
named as Critical Science seems to have a conceptual 
problem with regard to the English word of “Critical” 
because the process of science per se is in the process of 
critical thinking”。当然这位校友素以挑战传统的科
学观念著称，他如果想将自己的杂志办成与主流科
学界叫板的园地，那么这名字可以理解。

Critical Thinking中的Critical也不能翻译成中文
的“批判性”，病人是Critical condition, 或者历史
处于Critical point，我们都不能翻译成“批判性”。
当然中英文有时会出现没有对应的单词的窘态，这
个应该属于一个。英文里面的Critical Thinking指的
是：获得和面对Facts, 考问Facts, 然后以Facts为基础
缜密推理（reasoning) 从而最终得出结论的过程。因
为它是美国文理教育（Liberal Arts) 的核心，所以我
觉得应该把Critical Thinking 翻译成“理性思维”比
较恰当。

这里得到Facts（证据或事实）的途径在各类学
科中可以不同。文学评论或历史需要查寻与挖掘

那些存在于记录了人类经历的出版物或遗留物中；
社会科学则是利用科学的手段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寻
找数据；自然科学是通过实验或考察自然界得到结
果。原则上，只要在诚实的情况下得到的事实或证
据都应该是相似的，对于各学科的探索者，我们应
该尽可能地面对事实。获得事实或证据的过程涉及
各位提出问题、观察和设计实验的能力，从事实推
论出结论涉及到人的整合、逻辑和分析的能力，创
造力则渗透在每个步骤里。虽然所获得的证据是否
确凿也经常局限于当时的条件，但是根据事实或证
据如何推理和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则取决于个人或
集体的专业与智力水平，有时个人喜好也左右推理
过程。当然这环节会出现偏见，那也是很多争议产
生的原因。所以寻找Facts的态度可以上升到真或伪
的道德高度，而推理和结论则是认知的水平问题，
因人而异。

讲点分子生物学里弗兰克林和沃森与克里克的
故事，弗兰克林的研究生Gosling拍摄到那张著名的
编号51的X射线衍射图, 他们拥有最好的证据或事
实，但是他们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东西到了沃森和
克里克手里，他们却能将DNA以具备精确数学和
化学基础的双螺旋模型表述出来，这就是水平的不
同。沃森访问伦敦的国王学院时，从Wilkins那里看
到那图，Gosling是从Wilkins处转到弗兰克林那继
续做研究生的。更重要的原始数据，弗兰克林不经
意地通过一个报告给了Perutz, Perutz经过Bragg传到
沃森和克里克，他们用这些数据构建了模型。这里
Bragg为结构生物学的鼻祖，Perutz率先以做血红蛋
白结构闻名，他们两人均为诺贝尔奖得主。其实说
沃森偷了弗兰克林的研究资料也是不对的，因为18
个月前弗兰克林曾以同样的研究材料在国王学院做
过学术报告，而沃森当时就是听众之一，只是他自
己听报告不过细吧了。

理性思维如此重要，但是任何人都存在非理性
思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直觉或热情等非
理性思维的成份。我们读科学史，这些非理性成份
有时在重大发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科学
创新有时就类似于艺术的创造。人们的水准之高低

取决于他们怎样将自己的直觉放入理性思维中去检
验或证伪。如果不回头，那就是很可怕的偏执，做
科学的人是随时准备面对事实的变化而不断修正自
己的认知的。

在理性思维里面的比较核心的表现形式，是口
头和笔头传播令人信服的信息与知识的能力，这是
美国文理教育的核心所在。如果哪位传递的信息具
有内在的逻辑矛盾或在行文时出现破粹状态，那么
他的信息就不会产生作用或影响。爱因斯坦称耶
鲁校友Josiah Willard Gibbs为“The greatest mind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上最聪明的脑袋”) 
，Gibbs开创了物理化学和热动力学；但是他性格
内向、不出远门和文章发表在康州当地的科学杂志
上，这些特点使他几乎被人遗忘。

美 国 人 很 在 意 数 学 的 逻 辑 性 和 文 字 的 逻 辑
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几乎所有的考试中都
突出这二点的原因，无论是SAT与ACT，或者
GRE、MCAT、LSAT和GMAT。我们以前在国内
的口头禅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大下都不怕”，实
质的情况是如果你会做数学并且能写一手好文章，
你能在任何的西方社会生活得好。

耶鲁校友Josiah 
Willard Gibbs 
（1839-1903)。耶
鲁授予的美国第一
个工程博士，除了
早年去过德国外，
一辈子在耶鲁当教
授。他是一位安静
的书呆子，从沒结
婚; 并且很少做自
我推销的事，社会
活动也少。获得同
时代电磁理论开创
者麦克斯维尔高度
赞扬的他，几乎不
被常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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