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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借名买房，堂哥送我个老婆

我叫高辉，1980 年出生，今年 40 岁
。2016年初，我从北京基层派出法庭调回
法院民一庭，专门审理婚姻、继承案件，
人称家事法官。
2018年的元旦节刚过，法官助理白琳
琳一改平日的眉飞色舞，唉声叹气地跟我
说：“今天上午，有个当事人在调解庭闹
事，听说被法警抬出去的。”我面无表情
地抬头看她一眼，然后低头继续看案卷。
“离婚，离婚案啊……”白琳琳好像
怕我听不见，又叽里咕噜地说：“您怎么
也不着急？听说下午案子就会转到咱们这
儿。”
法官当久了，什么样的当事人没见过
？离婚当事人吵吵闹闹最常见，只是大闹
法庭的不多。我只好吩咐白琳琳：“下午
案子转来就给当事人打电话，咱们先了解
一下情况，再排期开庭。”
“听说当事人就是个无赖，嘴上还不
干净。”白琳琳嘴里嘟囔着，极不情愿地
转身去会客厅打电话。
第二天刚上班，一个男人急急地来找
我，手里还攥着厚厚一摞判决书。他个子
不高，精瘦，可能是太着急，胡子都没有
刮干净，脸上好像有一层灰。一身打扮还
挺利索，不像白琳琳口中的“无赖”样。
起诉离婚的男方叫常晓春，女方是他
堂哥的前妻何兰，小叔子起诉嫂子离婚，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而这起离婚案的重点
却是405万债务。
离婚案件大多要涉及财产分割，家事
法官判“离婚”容易，分“财产”却难。
“剪不断、理还乱”可不一定指夫妻感情
，婚姻中那本财产“烂账”更是让人头疼
。
常晓春的起诉书直截了当写着：
“405 万债务跟我无关。”他一见我就说
：“法官，我坚决不跟她和解，您要给我
做主。”我当时就在肚子里笑，你想把
405 万都推给对方？一点不像正人君子的
做派。
“你说 405 万债务跟你无关，证据呢
？”白琳琳之前已经跟女方联系过，人家
愿意出 205 万，双方各自承担一半债务，
这也算公平。
常晓春愣了一下，没头没脑地答：
“我被人告了，法院判我跟何兰赔他 405
万。法官，您要相信我，这钱我连影儿都
不知道，必须让何兰他们两口子还。”
我使劲敲了敲桌子，严肃地对他说：
“你跟何兰还没判离呢，怎么是人家两口
子？405 万是夫妻共同债务，一人一半何
兰已经同意。”
常晓春一听，眼泪都要下来，哆哆嗦
嗦地两只手不知放哪儿：“法官，我是真
冤啊……”他一改在调解庭大喊大叫的戏
码，在我面前演起苦情戏。他讲了老半天
，我才大概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常晓春没有正经工作，二十好几还窝
在农村跟父母一起住。2015年春节，他父
亲突发脑溢血抢救住院要借钱，他找到在
城里发大财的堂哥常晓北。
“他家的房子跟王府似的，好几百平
米，房子里还有电梯，我第一次见那么大
房子，头都晕了。心想二十万块钱，对他
真是不值一提。”
常晓春嘴里满是羡慕，情绪却突然低

落：“我第三次登门才见到常晓北，有钱
人就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
他吃了两回闭门羹，以为二十万没着
落，没成想，半个月后，堂哥却亲自给他
打话，让他去家里拿钱。这让常晓春喜出
望外，他相信堂哥一定会念旧情，当年两
家父亲比亲哥俩还亲，大事小事都会互相
帮衬。
拿钱那天，常晓春第一次见何兰。常
晓北离过两次婚，何兰是他的第三任妻子
，二十岁出头，年轻漂亮、身材娇小，堂
哥又高又胖，年纪也比她大不少，两人站
在一起，画风不怎么和谐。
常晓春听着堂哥寒暄，眼睛还不时瞄
着嫂子，常晓北看他那样儿，突然皮笑肉
不笑地提出个荒唐计划——他要跟何兰离
婚，让常晓春娶她过门。
这可把常晓春吓坏了，他赶紧收好自
己的眼神，连连摆手，脸都红到脖子根。
心想着，一定是堂哥发现自己的歪心思，
但他常晓春对天发誓，绝不会干抢堂哥女
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
“行了，行了，你快把手放下来，
发什么誓啊？你赶紧说重点，这 405 万
到底怎么回事？”我听得有些不耐烦。
常晓北想卖房子，他的朋友刘忱想
买却没有北京购房指标，就想借用常晓
春的名字。三人一起吃过一次饭后，饭
桌上就把这事儿定下了，而且刘忱借用
常晓春的北京购房指标，协议也没签一
个。
借名买房后的 2 年内，本一直相安
无事。哪知，北京的房价飙升，这个房
子在原价上直接增值了 405 万。
于是，2017 年 6 月，刘忱突然找来
常晓春，说想要卖房赚差价，可常晓春
一时拿不出房产证，跟何兰要，她却不
给。
刘忱急得跳脚，竟然叫了几个大汉
，将常晓春关在一间屋子里，用 U 型锁
将他打伤，逼他签了份《借名买房合同
》。
我不想绕在他们之前的房屋买卖关
系里，只好接着盘问他：“只是借名买
房，房子过户到你名下就行，你为什么
又跟何兰结婚？”
“为了避税，堂哥说，他跟何兰离婚
，我再跟何兰结婚，这套房子就通过两次
夫妻过户，房主由他变成我。这样房子买
卖就可以直接规避掉大笔的税金。”常晓
春嘟囔着，并说结婚后，房产证一直由何
兰保存，他只匆匆见过一次而已。
“法官，这 405 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
有，我什么都不知道。”常晓春翻来覆去
就是这一句话，我看了一下表，接下来还
要开庭：“你有证据吗？把证据找来，我
们庭审上说。”
我正想把常晓春打发走。白琳琳却来
了精神，大眼睛骨碌骨碌地乱转，笑嘻嘻
地说：“常晓春，你跟我接着说吧，高法
官还要开庭。”
常晓春像找到救命的观音菩萨，开始
去缠白琳琳了。
第二天，白琳琳把 405 万欠款的判决
书整理好，又跟我津津有味地说起 405 万
的来龙去脉，我这才还原了整个事件。
刘忱卖房要做过户手续，但常晓春却

拿不出房产证。他多次给何兰打电话，何
兰却说房子是共同财产，有她一半，他们
还没离婚。常晓春一听傻眼，赶紧告诉刘
忱。
刘忱气急败坏，说是跟他谈事情，却
押着常晓春到房地产交易大厅补办房产证
。这时常晓春才知道，自己名下的那套房
子已被四次抵押，还剩下200万没还。
无奈之下，常晓春找到常晓北想评评
理，没想到，常晓北却告诉他，2015年的
20万借款，如果利滚利，一年多下来也要
不少钱。常晓春早就听说堂哥挣的是“黑
心钱”，这时才明白是高利贷。
干高利贷的人都心狠手辣，即使亲戚
朋友也不会放过，常晓春怕自己惹祸上身
，不敢再追究 200 万贷款的事。由于房产
证和银行卡都在何兰手上，对于天天催他
过户的刘忱，常晓春只好躲起来不见。
好在何兰得知此事后，答应刘忱帮他
做过户手续。由于办过户当事人必须亲自
到场，常晓春又被押着在不动产大厅签字
画押。房子终于办完过户，他刚想舒口气
，却听到一个坏消息。
常晓北欠债未还，竟搞起合同诈骗，
最近东窗事发，已经被警察抓起来。而何
兰忙着帮刘忱卖房过户，还清他当年买房
的原价和房子的 200 万抵押贷款后，余下
的205万全被何兰收入囊中。
对此，何兰振振有词，当年刘忱买房
的钱现已如数归还，他们之间并没有签订
什么买卖合同，房子原本就属于她的“丈
夫”常晓春。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常晓春被刘忱逼
着签了借名买房合同，虽说这合同是后补
的，但法官通过其他证据相互验证，将刘
忱借名买房的关系坐实了。
2 年前的房子涨价 405 万，这个差价
却不归自己，刘忱对此不服，且他手上有
借名买房的合同，这才告常晓春和何兰还
钱。
“这就是个圈套。”白琳琳忿忿不平
地说，“他们就是合伙骗人，这个常晓春
，真够蠢的。他还说只是借个名字，这名
字哪是那么好借的？”
我是家事法官，对于人情冷暖也会有
情绪，却不能像白琳琳那样直抒胸臆。听
了白琳琳的汇报，我又认真研究了判决书
，特意在法院的室外吸烟区，“巧遇”法
官老李，常晓春的借名买房合同案，就是
他主审。
老李还有三年退休，干了一辈子法官
，全都跟各式各样的合同较劲，凡是他们
庭的疑难案件，都是老李承包。我帮老李
点了一支烟，假装不经意地聊起来：“常
晓春的案子您算是结了，那小子又跑我这
儿打离婚官司。”
故意在吸烟区跟他偶遇，我就是想听
听他对案件的看法。老李熟练地接过烟，
开始替我分析：“这个案子看上去关系挺
复杂，你只要专心把 405 万欠债分好，任
务就完成了。”
他在法官同行里，判案比狐狸还狡猾
，从不会被当事人牵着鼻子走，手里判过
的合同案个个滴水不漏，对于自己审过的
案件，更不会跟人议论。
可我毕竟是个年轻法官，做事判案还
有点气盛：“凭直觉，常晓春是弱者，且
从头到尾都被人耍得团团转，怎么也得帮
他一把。”
老李一听，搂过我的肩膀，小声说：
“咱们法官判案要讲证据，只凭同情心哪
行啊？更何况，千万不要偏袒一方，更不
能先入为主。”
我还是有点不服气，心想：我这怎么
是偏袒呢？就是想知道事实真相，再公正
裁决就好。关于案件内情，老李是一句话
都没漏给我。我无计可施，只好硬着头皮
排期开庭。
2018年2月第一次开庭，何兰竟然没
到场，找了个代理人，说是生病住院，还
给法院交来了医院开的病假证明。她的代
理人说话很干脆，一是同意离婚，二是答
应还205万。
听了代理人的陈述，我有些无奈地皱
皱眉，另一边的常晓春已经像热锅上的蚂
蚁：“法官，何兰她不敢来出庭，就是心

里有鬼。”
我知道他说得有理，但还是将他的话
制止：“常晓春，你在法庭不许说跟审案
无关的话，这都是你的猜测。而且，何兰
向法庭提交了医院开具的病假，这个符合
程序。”
有了上次闹法庭被抬出去的教训，常
晓春这次就像个蔫茄子，被我说了几句，
连大气都不敢出。
何兰找各种理由不出庭，我也觉得里
面有猫腻，只好宣布案件延期两周审理，
让双方继续提交证据。离婚案件如果只是
分割财产，由律师代理没问题。但判断感
情是否破裂，还是当事人亲自到场才好。
庭审结束，常晓春跑过来对我千恩万
谢，还傻傻地问我：“法官，您说我要怎
么找证据？那 200 万的欠款，到底去哪了
？”
我真是替他着急，无可奈何地说：
“你要是啥也不懂，花钱雇个律师吧。”
“雇律师？我可没钱，下次我一定给
您找来证据。”常晓春离开的时候，竟还
美滋滋的，就好像我不是给他做了延期
，而是判他胜诉似的。
这时，白琳琳拿着医院开的病假证
明，凑过来跟我说：“何兰好像流产了
，她会不会不想离啊？”
我的心“咯噔”一下，孩子已经三
个多月，她却在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按照常理，何兰一直跟常晓北生活在
一起，这孩子应当是他的，但何兰为什
么这么做？难道不想跟常晓北复婚？还
是不想跟常晓春离婚呢？
“这女的够狠，准是因为常晓北进
监狱，自己没了靠山，连孩子都打掉，
复婚肯定别想了。她不会想卷款跑吧？
”女人看来只有女人最了解。白琳琳这
话提醒了我，我们马上电话联系何兰。
何兰很快接起电话，声音听起来有
些虚弱，可能是手术的原因，她答应我
们：“下次开庭一定会到，才不会让常
晓春在法庭上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四个字，何兰特别加
上恶狠狠的语气，这语气让我颇感熟悉
。在法院离婚的男女，一旦提起对方，
都是这般恶狠狠的，就像参加过统一培
训，说话语气分外齐整，连这对假夫妻
都不例外。
为了核实案情，我跟白琳琳也是东
奔西走。想从常晓春那里找到证据，估
计比登天还难，于是我们试着从常晓北
处搜寻线索。
2018 年 3 月，我到看守所会见了等
待庭审的常晓北。跟常晓春说的一样，
常晓北五大三粗、满脸横肉，嘴上还镶
了两颗金牙，一见就知道是混社会的老
油子。
法官身份没有吓唬住他，常晓北来
来回回不说正题：“四次房产抵押吗？
我也记不清。前三次常晓春可能不知情
，但最后一次，他签过字，肯定是知道
的，文件都在何兰手里。”
从看守所警察那里听说，常晓北犯
事之后，家里人都没有给他雇律师，眼
看就要法院庭审，常晓北不信没人管他
，一直让警察给何兰打电话，还说何兰
替他代管公司呢。
“你猜都猜不到，那个何兰根本不
承认是他妻子，对他犯事儿一点不知情
。我们只好联系他在农村的老父亲，最
后还是那老父亲借钱帮他雇律师。”
“常晓北知道实情吗？”我又问那
个警察。
“咱们也怕他情绪不好，影响将来
改造，没跟他说实话，他见有律师来会
见，还以为是何兰在帮他呢。”
我犹豫要不要将何兰流产的事情告
诉警察，转念想了一下，这对常晓北未
来的改造也不利，不要再节外生枝。
第二次开庭，何兰一个人来的，她
看上去的确漂亮、精明，眼神却涣散、
游离，没精打采地低着头，完全心不在
焉。常晓春趿拉着鞋走进法庭，见到何
兰就要冲过去动手。还好，法警跑得比
他快，一下子将他制住。
怕他再闹事，法警只好站在他身边

，这回常晓春老实下来，但看得出来，
他越来越焦躁，就像是一只正在被打气
的气球，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何兰表现得格外镇定，按部就班地
向法庭提交证据，常晓北说的 200 万抵
押贷款文件，确实在何兰手上：“法官
，您看这签字，就是常晓春写的，还有
指纹呢，他说不认就不认吗？”
随时准备爆发的常晓春，这时被法
警看得死死的，就像一只呆头呆脑的木
鸡，争辩的话一句也跟不上，满脸通红
地一个人着急，嘴里不停地叨叨着：
“我不认，不是我写的，我就是不认。
”
我让常晓春出示证据，他却火急火
燎地说：“还要什么证据？我自己就是
证据。”听了这话，坐在下面的书记员
都乐出声，我更是怒其不争，真想把他
轰出去。
何兰在法庭上一直装可怜，还说自
己怀了孩子，已经做了人流。常晓春一
听，吓得脸一阵绿、一阵紫，拼命摆手
说：“你别在法庭上瞎说，我可从来没
跟你怎么样。”
整个庭审过程，常晓春明显占下风
，我不能再摆“扑克脸”造型，只好直
接问双方：“如果进行笔迹鉴定，法院
马上就会查出真伪，你们要不要进行鉴
定？”
这次双方倒是很一致，竟然同时叫
着：“要！”笔迹鉴定要出鉴定费，一
听说要花钱，两人又同时改口说：“不
出钱！”我只好继续追问何兰：“你提
出的证据，当然你要先垫付鉴定费，如
果你最后胜诉，鉴定费将由对方还给你
。”
常晓春开始跳脚说不记得签过字，
也没按过指纹。
好在何兰终于同意进行笔迹鉴定，
我接着盘问她：“你们夫妻以房抵押借
了 200 万，到底用在哪儿？”
何兰却故意问常晓春：“你跟法官
说吧，200 万到底用哪儿了？”常晓春
终于憋不住火，直接指着何兰破口大骂
。
我连续猛敲法槌，法警按住他的肩
膀，常晓春总算安静下来。这时，他用
比窦娥还冤的眼神看向我，我却很为难
。法官并不是火眼金睛，只有通过证据
，才能查明事实真相，而这个常晓春却
连什么是证据都不懂。
为了查找 200 万的下落，法院只好
主动申请查询银行账户流水，最终查到
200 万是从常晓春的银行卡直接转入常
晓北的公司账户，银行卡是何兰帮他办
的，一直在何兰手上。
我以为我查到事实真相，想以 200
万借款没有证据证明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为由，让常晓春免于承担债务。
没想到，笔迹鉴定结果出来了：竟
然是常晓春的亲笔签名！我跟白琳琳都
倒吸一口凉气。我赶紧修改判决书，重
新分割 200 万抵押贷款，常晓春和何兰
各承担 100 万。
收到判决书，常晓春彻底傻眼，他
气急败坏，差点当场撕了判决。
家事法庭血雨腥风的战场不一定是
庭审，领取判决书也常让当事人瞬间崩
溃，常晓春就是如此。他竟然不知道，
自己怎么被设圈套签下的抵押协议，却
因闹事又一次被法警抬出去。
“常晓春这是装傻呢？还是真傻？”
白琳琳把案卷收拾好，抬头问我。我不知
道怎么回答她，家事法庭就像个舞台，离
婚的男男女女都在舞台上展现惊人的演技
，而我却要当个冷静的裁判者。
谁的演技更加高超，我无从知晓
，唯一确定的是这场三个人的婚姻关
系中，每个人最终都因为贪欲，成为
了受害者。
最终，常晓北公司破产，又因合
同诈骗被判刑。何兰用常晓北的钱还
了刘忱的 100 万，悄悄回老家嫁人。
常晓春到处借钱，却一直没有筹
到 100 万，他只得告堂哥常晓北合同诈
骗。这一次，他又开始跑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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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腾讯副总裁吴军
精英教育并不适合所有人
在中国没有几个人能像吴军这样，对中美顶尖教育都拥有深刻的体验和理解：
他是清华子弟，自己也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系，并曾在清华执教三年；
2002 年，他又在美国顶尖大学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计算机博士学位；毕业近 10 年之后，他更是担任了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董事，进入了美国教育的核心圈层；
前不久，在加州浓烈的阳光下，我们和吴军博士进行了 3 小时的对话，从家长最焦虑的“阶层固化”，到中国教育应该向美国学习什么，到父母最应该做什么……谈得非常过瘾，因为：他的
话一定在你的理解力之内，却永远会给你带来全新的认知和启发。
下面，我们就把其中的精华也分享给您。为方便阅读，以下以第一人称呈现。

一、中美教育如何采长补短
“我们的教育，能打到 80-90 分”
现在的媒体特别喜欢比较中美教育
，我认为如果要比较中美教育，就要做
全面的对比，不能拿哈佛和中国的二流
学校对比。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现在也有
很多问题，包括毕业率太低，浪费了教
育资源等。
如果打分的话，我觉得可以给中国
教育打 80 到 90 分。中国教育有不错的成
绩，只是现在大家都在追求：能不能把
这个成绩提高到 95 分？
为什么中国这些年追赶美国追赶得
很快？因为第一，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
理工科毕业生；第二，虽然中国的孩子
互相竞争得比较厉害，但也是靠自己的
努力来获得社会的认可。
而整个西方社会，都过分强调“结
果的公平”。比如，美国现在各个地方
要求说“交白卷的学生也要给 50 分”，
因为“不要太难看”，零分就是零分，
有什么好难看的？！
这一点上，其实欧洲教育的问题更
大，很多人不靠自己努力，而是靠伸手
来要东西。
前段时间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讲过
这样一句话，因为他本身是非洲裔，所
以他才敢这样讲：“今天的世界到了什
么地步呢？我就从来没见过，自从奴隶
制被废除之后，居然有那么多人还会恬
不知耻地觉得——自己占有其他人的劳
动是一件合法的事情。”
而中国人的“相信努力”，就是中
国最大的优势，大部分人都有“通过自
己的努力改变状况”的原动力。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要有竞争感
，但是更要有“合规的竞争”。恶性竞
争只会带来毁灭。
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在
于压孩子压得太紧，但正如前面所说的
，所谓的美国精英家庭，不管外面怎么
说，有些私下里其实抓得也蛮紧的。而
如果以美国教育为参考，中国教育主要
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改善的空间：
“中国教育不在于压得太紧，而是这 3
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学得“太窄”， 基本
上是“课本上的教育”，在技能以外教
得太少。
即使现在提倡所谓的跨学科 STEM
教育，很多家长对 STEM 教育的认识也
只是“早点学编程”。其实 STEM 的重
点不是学编程这样的技能，而是解决问
题的能力，而涉及的内容则非常全面。
比如我的大女儿参加的 STEM 队，
从高中开始每年参加比赛，得过一次全
美的第一名、一次全美第三名。她们参
加的 STEM 比赛，解决的都是“开放式
”的问题，不考你会不会编程，因为这
是你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让你们
提出方案，去解决一个实际问题。
比如有一次比赛，是解决基础设施
建设的问题。美国许多基础设施是在二
战后建立的，不少水管都会漏水，而要
把美国的自来水管全部更换一遍，需要
一万多亿美元。比赛就根据这样的背景
条件，提出了一个要求：制作一个方案
，能够在比较便宜又不中断供水的情况
下，解决水管漏水的问题。
美国的 STEM 比赛，基本都是这样
的综合性很强的题目。你不光需要提前
去做调查研究，还要对自己的方案进行

解释和介绍。
有时候比到最后的几个队，他们的
方案并没有好或者坏的差别，这时候比
拼的就是做介绍、做展示（presentation
）的能力。我女儿的 STEM 队里正好有
两个孩子是辩论队的成员，所以他们做
展示和介绍的水平就比较高。
第二，就是中国教育的思维方式上
太绝对，大家都带着一个寻求“标准答
案”的思路在学习。
在中国的考试里，如果你不按标准
答案的点来回答，就得不到分数，考试
的时候，不少“聪明”的学生都在猜
“标准答案”。
这个思维的害处在哪呢？
如果你是一个“追赶者”，比如说
“原来的计算机是怎么做的，那我也照
样做一个”，这没有问题。
但当你不再是“追赶者”，而是和
人家并驾齐驱的时候，这事儿就麻烦了
——你会不知道往哪儿跑。因为它（往
哪儿跑）没有标准答案。
我个人认为，给孩子标准答案，是
扼杀了很多中国年轻人创造力的原因之
一。试想，如果做出改变人类突破的科
学家们都是规规矩矩地遵循着先贤们的
“标准答案”去搞科学研究，那么现代
科学根本不会取得如今的辉煌成就。
人文学科也是一样，比如我们的每
一道历史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而美国
的历史题常常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好的
和不好的，符合逻辑的和不符合逻辑的
。
所谓“坏”的答案就是直接抄来的
，没有证据支持的。所谓“好”的答案
，就是从事实出发、符合逻辑的结论，
这些结论未必和书上讲的一致，也未必
和主流历史学家看法一致。
中国教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把考
试和一时的成败看得太重，即所谓“要
赢在起跑线上”。
一开始看得太重，输一点点好像你
就全输了，这种做法过于片面。
美国学校和中国学校有一个非常大
的差别，那就是美国学校给的成绩
（ABCD）是学生在这一个学期里的综
合表现。但是中国学校的成绩，基本就
是期中、期末考试那两次。你平时甭管
混得好不好，期中期末考试的时候，使
劲突击突击努力努力，还能得到好成绩
。
所以就弄得我们很多学生投机取巧
。有一次我跟俞敏洪做一个论坛，底下
就有一些人问学期考试的问题。我说：
“你别看清华北大好像读书多么痛苦，
你要想不及格，还真不容易。不及格不
是惩罚平时不好好学习的人，是惩罚最
后三天还不好好学习的人。”
但是这种方法在美国的大学根本行
不通，因为期末考试的成绩，在学期成
绩里往往只占 20%。想要成绩好，必须
一直表现都好。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学生这一
学期一贯坚持努力地学下来，知识是真
的学懂了，哪怕考试会错一点，但是道
理基本上都学懂了。
我们的学生呢，可能学完以后，又
扔回给了老师。
二、如何用教育来实现阶层的流动？
“头部资源永远是有限的”
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不可能
“公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

因为它们的头部资源永远是有限的。
比如这些年，清华、北大、交大、
复旦几乎没有怎么增加招生，而报考的
学生却增加了七八倍，就显得录取比例
尤其低。
好大学不可能多招，也就是说这个
世界的教育永远是金字塔结构。就好比
在上海，华山、瑞金医院，“对不起，
就这么多病床”。
另一方面，人本身就有差异，家庭
环境有差异，时间、地点这些外部条件
可能也有差异……这些差异最后累计起
来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差别。这是一个
客观事实，你抹不平，试图把它抹平也
根本没有意义。
不同的家庭的培养目标也不能一样
。
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要鼓励孩子
学个“一技之长”，能实现温饱，吃穿
不愁。比如现在四五十岁的浙江人里有
好多特别会做生意，小生意不大，但是
现金流很强。上一代对他们的教育普遍
就是：你自己必须有一些本事，这种本
事是“贼偷不走，水冲不走，火烧不掉
”的。
而对于大多数城市中产来说， “读
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是主要的机会。
对我们大部分市民来讲，基本到此为止
了。大家都看着创业一夜暴富的神话，
但创业成功率其实真的很低。不要老想
所有的孩子都去当领导，一个领导配十
个兵是正常的，十个领导配一个兵，这
社会就垮掉了。
还有一些家庭想的是“我的孩子要
比我强，要走精英道路”，就要知道这
是一条特别辛苦的路。因为一方面基本
技能得掌握，另一方面，领导力等这些
能力你还得具备。
比如，美国的一些优秀的高中，课
外活动要远比中国更看重，孩子们要在
这上面花更多的时间。做课外活动有两
个目的，一个是让他们做一些自己喜欢
的事情，将来能够热爱生活，另一个是
在竞技中培养他们的勇气，获得名次，
让他们能够有一些在竞争中成功的经验
。
美国的私立名校录取的具体标准，
我在《大学之路》中有详细介绍，在这
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先要有一个特
长，再加上学业不错”，而不是像中国
那样反过来，以学业为主，特长加分。
要做到“特长”，就是州一级前几
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一些朋
友的孩子在搞体育，这些中学生需要每
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六点以前开始训
练，八点钟和大家一起去上课。然后下
午放学继续训练，周末更是要花大部分
时间在训练上。
因此很多人讲美国孩子的负担一点
不比中国学生轻，是有道理的。相比之
下，我在中国的朋友的孩子则不会在课
外活动中花那么多精力。
“用教育实现跃层，得一层一层的看”
“阶层的突破”是一个现在大家很
喜欢谈的话题，但其实这是个理工科的
逻辑，有人往上走，就一定有人在往下
走。社会要在稳定的前提下，才有这样
一个变化。
如果把阶层的突破大致分一下类，
可以分为两种，即贫困阶层通过教育进
入中产阶层，以及中产阶层设法变成精
英阶层。后一种要比前一种难得多。

从贫困阶层进入中产阶层，只要做
到两点就可以了。首先是父母和孩子有
一个一致的目标，即父母支持孩子上学
，孩子自己愿意上学。中国目前高考升
学率还是非常高的，除了那些不愿意读
书的人，几乎所有人都能考上大学。
然后在大学里，掌握一项或几项技
能，这是最立竿见影的。更重要的是，
它与家庭环境、经济条件的好坏关系不
大。因此，对于底层，只要能认真读书
，并不需要成绩那么优秀，也能完成进
阶的第一步。容易完成的另一个原因是
，在大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产阶层
是数量最多的群体，因此进入到这个群
体的机会较大。
但再往上走就比较难了，这是中国
城市里大部分中产阶层遇到的困境。比
如，很多人这一代做了工程师，他可能
并不希望孩子读书还只是像自己那样为
了单纯的一份工作，更希望自己的孩子
们进入到管理层、领导层，成为精英。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些家庭的孩子最
累，因为家长不仅要求他们书读得好，
而且还要培养他们各种特长。
由于精英群体的人数少，中产阶层
完成进阶的机会并不大，这是世界各国
的实际情况。
“精英背后的是见识和格局”
不过，中产阶层难以完成这一步的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思维方式限制
了自己和孩子的发展。
总的来讲，我不赞同“起跑线”之
说，但如果有什么起跑线的话，那就是
父母的见识。当然，很难要求父母都能
有见识，不过父母不断学习对孩子有非
常大的好处。
父母的精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中国父母的一个可以普遍改进之处是
多陪伴孩子，而不是把他们交给家里老
人去带。从某种角度讲，父母把对孩子
的教育完全推给学校、补习班和兴趣班
，多少有些不负责任。
最后，甭管是哪个阶层的人，你想
上到更高的位置，你就得在那个位置来
思考，要背负更大的社会责任。
其实精英和普通人没有一个界限。
这不是像以前那样按人数来衡量，更大
程度上，是说你拿了那么多资源，要拿
出行动来，要对世界做正向的贡献。
我在《大学之路》中介绍各个美国
名校时指出，美国的名校各有特点，但
是有一点它们是共同的，就是要培养对
社会有巨大正面影响力的行业领袖和精
英，那些人应该领导未来的美国乃至未
来的世界。如果一个人进了哈佛大学，
最后只满足于找一个收入还不错的编程
工作，实在是浪费了一个宝贵的名额。
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能够进入
清华和北大的人，需要多一点社会责任
感。让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学校有责
任，学生们自己也有责任，他们应该在
学校期间完成对自己的塑造，而不只是
学到一门手艺。
三、作为家长我们能做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一个好孩子”
其实，无论是穷人家的孩子，还是
中产阶层的孩子、以及所谓精英的孩子
，教育中都有共同的一点，也是必须重
视的“第一点”：培养一个“好孩子”
，一个乐于帮助人的人，这样的孩子最
终会有很多人帮助。我希望我女儿是个
好孩子，这比她成绩好不好，以后会不

会“成名成家”都重要。
为什么我那么看重成为好孩子这件
事呢？因为我看到了太多家长为了让孩
子“成才”，逼迫孩子做这做那，最后
适得其反。
有的家长搞得孩子一直对读书没有
兴趣，孩子上了一个好大学就算给家长
交了差，最后混一个文凭了事。有的家
长逼得孩子非常逆反，很不幸福，自己
也很后悔。看到这样的家长，我就想，
对于每一个孩子，上帝都给予了他们一
些天赋，靠着那些天赋，他们就应该能
过上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敢于“放纵”孩子的另一个原因
是，我相信人类有向善的天性，而每一
个孩子也都有好奇的天性，他们有强烈
的求知欲望。教育的目的是激发他们的
好奇心，引导他们内在的欲望，让他们
自觉地去学习进步。
家长如何帮孩子找到天赋
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天赋，即使兄弟
姐妹，爱好也会相差很大。怎么样找到
孩子独有的天赋之处？
第一，就是给孩子自己尝试的机会
。
我的二女儿也尝试过她姐姐做的一
些事情，但是很多不喜欢，就没有继续
，不过她也慢慢找到了两个她喜欢的活
动，一个是打高尔夫球，另一个是唱歌
剧。我们家其他人都不唱歌，谁也没有
想到她有声乐的天赋，但她仅仅学了一
年就能得奖，还到卡内基音乐厅去表演
。因此，孩子的天赋要靠挖掘，家长不
要强迫孩子去学他们不喜欢，也不擅长
的东西。
第二，要给孩子留白，让他去思考
。
上面提到“尝试”的前提条件是一
定要让孩子在学习上有弹性，让他有尝
试的时间，不能用刷题把孩子的时间都
占满了。
就好像在美国，孩子上学前 8 年的
成绩，学校和家长都不是特别在意，因
为没有太在意的必要。
第三，老师和教练的意见也很重要
，他们会和你说实话。
比如谭元元（世界顶级芭蕾舞团中
唯一的华人首席演员），她父亲曾经反
对她练芭蕾，可是老师却对她的家人说
：“你们不知道她的条件有多好！”后
来父母将信将疑让她去试，果然很棒。
有些家长觉得，孩子天赋虽然可能
不行，但是不是再努力努力就可以了？
也许可以，但总是很勉强，总是比不上
有天赋的孩子。
当然，你如果没有那么强的功利心
，也可以。仍然拿跳芭蕾举例子，跳芭
蕾的女孩子不一定都要成为谭元元，成
为刘诗诗也很好，她跳过芭蕾，气质很
好，在演艺圈里也能获得成功。
最后，除了一些高精尖的行业，对
大部分行业来说，我觉得 90%以上的人
都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天赋来。也就是说
你天赋能做到十，你才做到二三。这时
候要谈的就是努力了。
所以，所谓精英，一定不会有很多
。今天中国大学和中学的教育水平，比
我上学时要好很多，但是精英的人数并
没有因此而增加。这并非是学校所造成
的，而是由人的弱点所造成的。人天性
好逸恶劳，能够克服自己的惰性、终身
学习的人永远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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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汽車榮獲 Interbrand
2020 年全球五大汽車品牌殊榮

現代汽車的全球品牌價值同比增
長了 1%，至 143 億美元，在全球汽車
品牌中排名第五，總體排名第三十六
現代汽車自 2005 年來首次在汽車
品牌中排名第五，是今年榜單中唯一
一個品牌價值上升的汽車品牌
專門的電動汽車品牌 IONIQ、投資
於未來移動方式、通過線上銷售渠道
進行快速的市場反應，以及開展社會
貢獻活動皆增強了現代汽車的品牌實
力
根 據 Interbrand 的 2020 年 最 佳 全
球品牌調查，現代汽車持續在汽車製

造商中提高其全球品牌價值以及
地 位 。 調 查 顯 示 ， 雖 然 COVID-19 的大流行造成了市場衰退
，現代汽車的全球品牌價值同比
增長了 1%，達到了 143 億美元，
在全球汽車品牌中排名第五，全
球整體品牌中則排名第三十六。
現 代 汽 車 已 連 續 六 年 入 選 Interbrand 全球四十大公司。自 2005 年打
進品牌價值前一百家公司以來，現代
汽車已連續十五年保持在前一百名中
。
Interbrand 品 牌 評 估 全 球 總 監
Mike Rocha 表示： 「現代汽車公司的
品牌價值上升可歸因於大幅擴展其未
來移動的業務計劃以及對品牌的持續
投資，例如專用電動汽車品牌 IONIQ 的
發布。我們對現代汽車應對市場變化
的積極主動態度給予正面的評估，並

認為這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品牌，包
含期限上銷售渠道的擴展、對社會貢
獻活動的快速響應，以及電池電動以
及燃料電池電動車銷量的實際增長。
」
藉由其專用電動車品牌 IONIQ 地推
出，現代汽車得以體現對於汽車電動
化的承諾。在 IONIQ 的領導下，現代汽
車將利用其領先電動車領域的專業製
造知識，在未來四年內推出三款新的
專用車型，並推出更多創新車款。IONIQ 品牌的創立是為了響應快速增長的
市場需求，並加快了現代汽車在全球
電動汽車市場的領導計畫。
現代汽車在氫燃料電池科技方面
的投資也鞏固了其在日新月異的交通
運輸領域的地位。現代汽車近期向瑞
士的客戶交付了七台史上第一批大規
模生產的燃料電池電動大型卡車。今
年總共有五十輛這種大型卡車在瑞士
上路。隨著對乾淨能源車款需求的增
長，燃料電池卡車的產量在 2021 年將
達到每年兩千台，以支持向歐洲、美
國，以及中國的擴張。
現代汽車公司全球首席營銷官
Wonhong Cho 表示： 「我們適應了發
展迅速的市場環境，成為未來交通移
動方式的領導者，並且我們在應對意

外 因 素 上 也 變 得 更 靈 敏 ， 例 如 COVID-19 的大流行。在未來交通移動業界
的大膽投資和科技競爭力的基礎上，

最佳全球品牌排名。每個品牌現今的
價值是在評估財務和營銷運營之後所
得出。

我們將繼續努力為現代汽車客戶與全
人類提供更好的生活體驗，並將現代
汽車打造為有助於人類幸福的品牌。
」
為應對 COVID-19 所造成的情況，
現代汽車為遭受全球大流行影響的客
戶展開了各種社會貢獻活動。現代汽
車已經提供車輛，以支持衛生產品、
患者，和醫護人員的運輸，並為其客
戶提供各種貸款和服務上的幫助。
這些活動使現代汽車成為今年唯
一一家品牌價值上升的汽車公司。因
此，現代汽車在榜單上的排名比去年
上升了為，在全球汽車公司中排名第
五。
全球品牌諮詢公司 Interbrand 每年
都會評估主要的跨國品牌，以發布其

現代汽車公司
成立於 1967 年，現代汽車公司在
兩百多個國家提供一系列一流的車款
與移動服務。現代汽車 2019 年在全球
銷售了超過四百四十萬輛車，目前在
全球雇用約十二萬名員工。現代汽車
正在積極打造能迎接可持續發展未來
的環保車款，同時為現實世界中關於
移動方式的挑戰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
。現代汽車旨在藉由智能移動解決方
案促進 「人類進步」 ，進而使人與人
之間的聯繫更加活躍，並為其客戶提
供優質的時間。
請至 http://worldwide.hyundai.com
或 是 http://globalpr.hyundai.com 查 詢
更多現代汽車公司與其產品訊息。

休城新聞

《 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
》 評論
評論：
： 喬·拜登也許贏得白宮
但他的政黨和進步思想喪失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隨著搖擺州的選票數不斷
增加，喬·拜登將有機會獲得下一任總統的寶座。但是，
我們越仔細地檢查全國大選的結果，就越有可能給他的民
主黨派，尤其是進步思想帶來失敗。拜登先生在就職權範
圍不僅限於應對 COVID-19，而是唐納德·J·特朗普。
拜登先生也許將贏得全民投票，也許他可能會在選舉
團獲得微弱的勝利。從本質上講，他將憑借在威斯康星州
、密歇根州、賓夕法尼亞州、佐治亞州和亞利桑那州的領
先優勢扭轉特朗普在 2016 年的勝利，但每個州都沒有大
幅差別，而且某些州則開始重新計票。特朗普競選團隊提
出上訴法院，他想擊敗現任總統，這絕非易事。
但是，無論是在選票上還是在全國範圍內看，拜登先
生的潛在勝利看上去都非常有限且個人化。由於公眾對美
國的進步議程和願景充滿熱情，大多數新任總統上任後就
將盟友席捲國會和州議會。對於 2008 年的巴拉克·奧巴馬
以及 2016 年的特朗普先生來說，確實如此。但是，拜登
先生卻做不到這一點。
民主黨失去了眾議院席位，放棄了他們在 2018 年取
得的一些郊區收益，同時繼續在農村地區掙紮。完整的選
舉結果不會持續數週，但是議長南希·佩洛西可能會發現
自己的得票數減少了一半或更多，為 20 年以來最低，估計
國會發言人的位置也會讓出。
參議院控制權可能由 1 月 5 日由佐治亞州的兩個席位
產生的決賽席位決定，但共和黨似乎已經為本黨贏得了 50
個席位，還有兩個席位大幅度領先，而民主黨贏得了 48 個
席位。民主黨人原本希望讓公眾對特朗普不滿，而特朗普
的共和黨卻成為多數派。共和黨參議院可能會在中間派觀
點上與拜登達成妥協，但過去兩年中激進的眾議院議程將
再次消失。

考慮到民主黨幾乎擁有所
有媒體，矽谷億萬富翁以及所
有領先的文化人物和機構來幫
助他們，因此這一結果更加令
人矚目。甚至商會也為拜登支
付了保護金。民主黨為某些參
議院競選籌集了近 1 億美元的
資金，這是聞所未聞的，而共
和黨的支出則是民主黨的三分
之一到二分之一，他們仍然獲
得兩個過半的職位，失去一個
職位。
在各州中，民主黨也缺乏
活力，民主黨在這些州花費大
量資金來翻轉立法機構。前總
檢 察 長 埃 裏 克·霍 爾 德 （Eric
Holder）將此作為他的個人計
劃，目的是在人口普查最終計
數後，在明年爭取國會重新分
區的鬥爭中占主導地位，他失
敗了。盡管特朗普在花崗岩州
失利，但共和黨翻轉了新罕布什爾州的兩個立法機構，共
和黨人幾乎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保護了他們的利益。
沒有浪潮，當然也沒有授權進行漸進式變革。如果有
的話，民主黨和媒體對“轉型”選舉的熱烈期待促使更多
選民投票制止選舉。當特朗普在競選活動的最後幾週終於
將重點放在經濟和進步議程上時，他的支持者上升了，並
在某些地方提振了共和黨。
同時，拜登先生的競選綱領歸結為他不是唐納德·特

朗普，他將在對抗 Covid-19 方面做得更好，而且他不會
奪走您的醫療保健。他的電視廣告很大程度上是傳記人物
，與特朗普的人物形成鮮明對比。
拜登先生幾乎沒有提到他的助手與伯尼·桑德斯一起
制定的議程，新聞界也幾乎沒有問他。當前副總統在上一
次辯論中最終承認要從化石燃料“轉變”經濟時，他自己
也不明白，他的競選團隊爭先恐後地讓他將其稀釋掉。
拜登確實有權擊敗 Covid-19，推出已在生產中的疫苗
，並戴著口罩樹立榜樣。他的任務是不得像特朗普
一樣亂叫，不要稱新聞界為“人民的敵人”，也不
要一直使自己成為關注的焦點。他還受命與參議院
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一起在過道上工作。
對於拜登來說，這可能是解放，使他可以控制眾
議院佩洛西夫人和參議院民主黨核心小組桑德斯、
伊麗莎白·沃倫，但是他將不得不冒著支持他的政
治左派的危險，希望他是特洛伊木馬，將帶來新的
更激進的多數。
取而代之的是，選民以他們相當大的智慧選出了
拜登先生，但他們卻將民主黨及其激進思想拋在後
面。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