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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普林斯頓教授：什麽樣的中國學生被淘汰？
在中國做研究的學生往往都會給人以比較
2 月初，康毅濱開始電話面試。雖然並不直
來上海之前，康毅濱在福建老家待了
功利的感覺，這似乎是國外學校在面試中國博 接和學生面對面，但大洋彼岸傳來的聲音，會告 十多天。每天陪父親、侄子去爬山。讀五年
士生時固有的印象了。事實上，這一點其實深深 訴他對方是一個什麽樣的學生。
級的侄子告訴他，在他們學校，老師讓每
植根於中國孩子教育的全過程中。作為普林斯
X：妳會問些什麽問題？
個學生都要在班上找一個
“對手”
。每次考
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招生工作的負責人，康毅
K：主要是看看英文口語能力、科研經歷、隨 試下來，贏得多的同學受表揚，輸得多的
濱教授就看到了太多這樣的例子。在他眼中，很 機應變的能力，以及學生的一些背景狀況。
要被批評。在這樣的氛圍中，班上學習好
多中國學生雖然聰明、勤奮且能力也很強，但他
X：接到電話的學生，會很緊張吧？
的同學也不大願意花時間幫助成績不好
們卻並沒有找到自己真正熱愛的東西，而是被
K：電話面試大約一個小時，45 分鐘說英語， 的同學。讓康毅濱震驚的是，目前中國基
狹隘的競爭意識困住了。在這方面，美國教育體 15 分鐘用中文。就算英語不是特別好，學生還是 礎教育到處可見這樣的
“激勵”
方式。普林
系培養孩子從小形成的
“公共意識”
的確顯得更 可以完整地表達自己的。但大部分中國學生會 斯頓是金字塔尖上的精英學校，但對最終
加具有長久的影響力。
把它看作一個
“考試”
，而不是一個
“對話”
，所以 被普林斯頓錄取的中國學生來說，與其說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教授康毅 有些會很緊張。
已經攀登到了金字塔尖，不如說真正的競
濱先生，負責該系在中國的招生工作，因此接觸
X：妳聽出了什麽？
爭剛剛開始。
了形形色色的中國學生，其中絕大部分是清華(
K：有些學生聽得出來他（她）事先在紙上寫
而這時候，中國教育從小學——不，從幼兒 來是大家一起高興的時候，但一些中國學生往
微博)、北大(微博)、復旦(微博)、中科大(微博)等 好回答，照著念，或者是背出來。還有是
“排練過 園——就開始灌輸的狹隘的競爭意識，清楚地 往有些悶悶不樂，似乎別人的成功就意味著自
己的失敗。有時科研項目八字還沒一瞥，就想
國內知名學校的尖子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國 度”
，說得非常溜，像演講一樣，但並沒有針對我 烙在這些留學(微博)生的身上，困擾著他們。
，好算作自己一個人的成果……有些中
教育給學生帶來的困擾。
的提問。
X：中國學生到了普林斯頓後，會遇到哪些 “分家”
國學生特別想快速成名
。這樣的心態，學校和家
“中國學生聰明，勤奮，但也迷茫，功利心比
X：他們會給妳留下什麽印象？
問題？
較重，妨礙了他們的長遠發展。”康毅濱在接受
K：那些答非所問的學生，我想可能沒有自
K：有些學生進入普林斯頓後，心態急，享受 庭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
在美國，成績是一個人的隱私，不會公布出
《星期日新聞晨報》訪問時說。
己做過真正獨立的研究，或者對自己沒對信心。 不了科學研究的樂趣，而把實驗看作
“計件勞動
什麽樣的學生被淘汰？每年一月底，康毅濱 我希望學生是展現一個真實的自我，而不是一 ”
，急於求成，一旦不如意，就垂頭喪氣。有些學 來，分數就不會造成那麽大的壓力。他們提倡團
就要從系裏抱回一大包資料仔細看——裏面是 個過度包裝的、失去了真實性的
“加工成品”
。
生進來後發現，自己辛辛苦苦讀了那麽多年書 隊的合作，互相幫助，共同提高。
X：兩種意義上的競爭，就會產生矛盾。
所有申請普林斯頓生物分子系的中國學生的材
X：或者是我們的教育沒有告訴他們，說實 考上來，但這並不是自己喜歡的、擅長的，很迷
K：這樣的競爭意識過強，就會缺乏團隊精
料。
話是最好的回答。
茫。還有，他們往往在人際關系上會遇到問題，
神，以自我為中心，容易在工作和生活中造成和
每年，該系每年大約招收 25 名本科學生攻
K：我們要挑選的，是真的熱愛科學、而且誠 覺得不受歡迎，孤單。
他人關系的緊張。
讀博士，系裏給康毅濱的“中國額度”有 4 個，而 實的人。去年，我幾乎是在申請截止前的最後一
X：為什麽會這樣？
比如，老生周末帶新生開車購物，晚到了幾
他收到的申請約有七八十份，只有 4%左右的 刻才收到了一個學生的材料，條件很好，我就給
K：普林斯頓相信學習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成功率”
。每個
“申請包”
主要有這些材料：本科 他打電話。他老老實實告訴我，雖然他很早就進 是一個認識自我，發現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麽 分鐘會被人埋怨，而新生卻可以理所當然地在
各科成績單，托福(微博)和 GRE 的考分，個人陳 實驗室，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為什麽，實驗 、熱愛什麽的過程，但國內教育系統出來的學生 超市慢條斯理地貨比三家，讓老生在外面等幾
述，以及推薦信。康毅濱把它們分成“定量”和 總不是很順利。但他可以很清楚地描述他在實 ，常常是另一種心態：最好一進學校，就有人指 個鐘頭。
還有學生問我：為什麽去年邀請他去家裏
“非定量”兩類。分數他看得很仔細，但那些“非 驗中遇到的問題，和為解決問題所作出的種種 定給他（她）一個課題，而且是一個保證可以做
過節的那些美國人今年不再邀請他了呢……
定量”
的東西卻能告訴他更多。
嘗試。表面上看，他的科研並不成功，但我能感 出來成果的課題。
有時候我會想，他們恐怕自己都沒有意識
受他的認真、誠實、努力，這已經具備了一個科
X=星期日新聞晨報
就像解一道數學題，一定會有答案，做出來
K=康毅濱
學家、一個人最重要的品質。
了就能拿高分。然後呢，就想靠這個課題找到一 到這是一個問題。從小到大，玩完的玩具，吃完
X：
“個人陳述”
有什麽用？
電話面試並不是最終的決定。之後，康毅濱 份體面的工作。他們基礎紮實，學習勤奮，上進 飯的碗筷，換下來的臟衣服……爸爸媽媽爺爺
K：就是說說妳為什麽想成為一個分子生物 要在候選人中反復地掂量、比較。在這個過程中 心強，應試能力強，成績優秀，但缺乏探索精神， 奶奶都幫他們處理好了，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
自然會覺得理所當然。
學家，為什麽想來普林斯頓。
，分數高低往往不是決定因素，而是從細微處看 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比較弱，功利心比較強。
而多數美國學生的確比較有“公共意識”
。
X：妳看過幾百份“個人陳述”
，從裏面看到 到的非智力因素。
X：其實這是成年人的典型心態。
了些什麽？
X：分數不重要？
K：我們系有過一個中國學生，來普林斯頓 實驗室的垃圾通常他們處理得比較多。生物系
K：分數很重要，但不是一個絕對因素。申請 不久，我發現他並不真正喜歡研究。後來他告訴 有許多做後勤工作的員工，包括老鼠房負責日
K：中國學生的 GRE 能考得很好，但我能看
出來，他們寫的
“陳述”
經常千篇一律，缺乏特點 普林斯頓的學生都是國內名牌大學的尖子，經 我，其實早就發現自己並不熱愛科研，但從小學 常餵養的工人，運送實驗用品的搬運工和收發
過高度選擇過的人，智力都沒有問題。我會仔細 到大學，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人都指望他考上 員，打掃實驗室的清潔工等。
。
每年到了聖誕節，我實驗室的美國學生會
看每一門的成績，但並不是分數高就能入選，相 美國一流大學。他是為了別人的期待考普林斯
X：他們給妳什麽印象？
牽頭一起湊份子，每人出個五塊十塊，買個小禮
K：不清楚為什麽要來普林斯頓，或者過分 反，我認為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實力並不相差 頓的。
其實這個學生小時候對生物很有興趣，只 物送給那些工人，以表示對他們平時工作的感
太遠。錄取與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
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實的自己。
我們系錄取過一個河南的學生，家在農村， 是後來成人世界把他的實驗成功與否過早地和 激。
X：真實鮮活的
“陳述”
是怎樣的？
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個
K：有個學生是這麽寫的：他以前的專業是 初中就獨自在縣城住校讀書，吃過不少苦。在電 名利、和事業緊緊聯系在一起。而在這一行業真
電子工程，後來才慢慢發現真正感興趣的是生 話和電郵裏，我感覺到她為人謙和，沒有一些被 正成功的人，往往並不以出人頭地為目的（如果 學生從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將來他在事業上能
（來自公眾號外灘教育 作者：康毅濱 編
物。他申請轉了系，盡管絕大多數人反對，因為 寵慣的尖子生的趾高氣昂。還有個學生，他會和 只是為了這些，還有其它很多更簡捷的路可走） 走多遠。
沒有基礎，讀得有些吃力，但他還是很高興。因 老師“套瓷”
，但不是恭維，套近乎，而是自己的 ，而是享受探索的過程，包括其中許許多多的失 輯：吳研嬌）
為每一學期都會比上一學期進步一些。他的
“陳 確做過研究，對老師有真正的了解，提問很專業 敗和得來不易的成功。
X：妳剛才說的中國學生在人際關系上的麻
述”
給我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因為它展示了一 ，很深入。這樣的學生，不油嘴滑舌，讓人感覺到
個人在尋找和實現夢想過程中的困惑和欣喜。 懂得認真負責，尊重機遇。但有的學生過於自信 煩，也是功利心造成的？
K：妳看，我小侄子從小就被這麽
“教育”
，從
去年我們還錄取了一名學生，她在“陳述”中坦 ，甚至有些傲慢，覺得自己不是去普林斯頓，就
率地指出了母校的問題：她很遺憾本科四年沒 能去哈佛，一副唯我獨尊的樣子，很難給人留下 這樣的思維裏出來的學生，對競爭的理解會很
狹隘，認為把別人踩在腳下就是勝利，把別人壓
有接受更為全面的教育。妳可以看到她的渴望。 好印象。
第一輪篩選，從 80 份申請材料中挑出 10-15 名
進入普林斯頓的學生會遇到什麽樣的困擾 下去就是成功。
實驗室是一個團隊工作，有人發表論文，本
左右的
“候選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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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女性是美國職場上的廉價勞動力

【走進美國 CheerinUS.com-專稿】近期，一 ，若每名男性可以獲取 1 美元，女性只能賺取
項研究發現，大量證據表明男性獲得的工作報 0.97 美元。
酬高於女性。即便男性與女性具有相同職位和 “緩慢的改觀還是讓人不安，即便各公司都
資歷，這一薪酬差距仍然存在。在 PayScale 對一 知道該現象中含有偏見。”婦女政策研究協
百萬名樣本進行調查後發現，總的說來，每一名 會的研究主任 Ariane Hegewisch 說。
男性員工獲得一美元工資時，同等條件的女性 薪酬差距在企業高管層更為嚴重
員工只能賺得 0.74 美元。
男女薪酬差距在剛入職的年輕畢業生中體
該份報告所發現的其他令人吃驚的結論還包 現較少，但隨著時間的推進，這一差距會逐
括：
漸增大。尤其當女性進入高級管理階層後，
1.沒有哪個行業的女性員工收入與男性持平 這一薪酬差距顯著增加。
或高於男性；
“為什麽高管層的薪酬差距會變大？妳也許
2.沒有哪個州的女性收入高於男性；
覺得是因為達到該階層的女性通常都是出
3.職位越高，薪酬差距越大。
色的談判家，而我認為，還有更多其他因素。
“這不是一項女性議題，這是一個家庭、社區， ”
PayScale 高級編輯主任 Lydia Frank 說。
和經濟議題。”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婦女和公共
在美國 500 家登上標準普爾指數的上市公
政策項目執行董事 Victoria Budson 說，
“女性收 司的首席執行官中，女性只占 5%。甚至當妳
入較低，意味著女性難以具備高購買力。”
縱觀各公司位列前五的高管時，女性也只占
相同職位，女性收入更低
到 16.5%。
一個關鍵議題是，女性職位一般薪水低於
專家認為，這一現象可以總結為兩大主要
典型的男性職位。
問題，第一，女性晉升高階的機會少於男性；
在美國，女性更容易成為社會工作者、秘書， 第二，女性在升入高位後收入低於男性。
或護士，而男性更常成為經理，工程師，或 IT 工 “如果女性希求加薪，她往往需要付出更高昂
作者。然而，即使男性與女性具有相同職業，卻 的專業成本。”
Frank 說。
仍然存在薪酬差距，即便這一差距有所縮小。
少數族群差距更甚
PayScale 發現，當男性與女性在職位、行業、經
多數人意識的，同等條件下女性收入是男性
驗、工作地點，甚至是否有孩子等條件都等同時

收入的 75%-80%，然而，少數族群女性收入其實
更低。
“女性並非一個單一群體，美國是存在性別溝
壑的。”
哈佛大學婦女和公共政策項目的執行董
事 Budson 表示。
同等條件下，每名白人男性獲得 1 美元時，每

名非洲裔女性只能賺得 0.64 美元，而西班牙裔
女性的境況則更糟，她們只能賺得 0.54 美元。
“我希望能夠推進的對話是：究竟什麽因素可
以 影 響 實 際 的 改 觀？”PayScale 高 級 編 輯 主 任
Lydia Frank 說.

美國：打工要有
“工卡”
的同學才有資格領工卡。沒有這張工卡，妳就是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來美留學的學生一般 “黑工”
。在法國，工作一天能拿到 45 歐元。
持兩種簽證，即 J1 公派學生簽證和 F1 私人學生
畢業滯留時間：所有赴法學習碩士或碩士
簽證。根據美國移民局規定，持 J1 簽證的正式學 以上並持有長期學生簽證的外國學生，在留法
生每周可工作 20 小時，但工作性質必須跟其學 第一年自動獲得有效期為一年
“臨時居留證”
。
業有關；持 F1 簽證的學生每周也可以工作 20 小
英國：每周 20 小時
時，但工作範圍必須在校園之內。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可合法打工並與英國
美國移民局關於每周 20 小時的規定只是對 國民一樣享受最低工資保障待遇，打工期間享
正式學期而言，在夏天是可以工作 40 小時的，而 受除藥費外的醫療全額保險。每周 20 個小時，未
且不必限制在校園內。但在找工作之前，必須去 滿 18 歲者禁止打工。
學校的國際學生辦公室辦理工作許可手續。之
畢業滯留時間：在英國取得學位的畢業生
後，再去移民局辦
“工作許可證”
，即
“工卡”
。
在完成學業後，可以申請留在英國達兩年的時
許多留學生都把夏天看成是
“掙錢”
的好機 間。這一政策為在英國學習並希望獲工作經驗。
會，而且一般首選中餐館。在美國小費一般是飯
加拿大：打工只能在校內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按規定，外國留學生是
菜費的 15%至 20%．
畢業滯留時間：美國的 F1 學生簽證允許外 不可在校外打工的，但在學校可以打工，只是不
國的學生在完成學業後取得一個一年校外的工 能超過一定的小時數，不能影響學習。留學生在
作許可 OPT，理工科學生最多可延長至到 29 個 校內打工的崗位主要有圖書館、學生食堂、留學
月。
生服務中心，另外還可看管實驗室，為教授做一
法國：第一年不許打工
些收集資料的工作等等。有的學生在城裏加拿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法國教育部規定，留學 大人開的店裏偷偷打工，老板給現金，不扣稅。
生第一年學習期間禁止打工，以便學生們有足 加移民法還規定，任何雇主聘請沒有移民身份
夠的精力學習。所以，大家在出國前一定要準備 的外國人工作，須上報移民局，並按規定申請工
好起碼一年的生活費用。在法國，有了各種對學 作簽證，否則雇主要受到經濟處罰，甚至被吊銷
生的優惠政策，可以把這個數字估算在 7000 至 營業執照或判刑。
9000 歐元上下。第二年，也只有已開始專業學習
畢業滯留時間：在加拿大畢業前至少全職

就讀 8 個月，可取得從事任何工作的簽證，期限
最長可達到 3 年。
澳大利亞：每周不超過 25 小時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必須在 18 周歲以上，持
有允許打工學生簽證。違者取消學籍。具體手續
是這樣：留學生可憑入境時持有的 571 類學生簽
證，在學校或移民部領取允許打工的學生簽證
申請表，然後到移民部申請更換允許打工學生
簽證。如得到批準，即可打工。但學校的規定是：
學生每周打工不得超過 25 小時，假期可適當放
寬。最低工資 10 澳幣/小時。
畢業滯留時間：485 簽證是面向澳大利亞留
學的留學生的一個 18 個月的臨時簽證，允許那
些畢業不符合技術移民簽證的留學生停留。
新西蘭：配偶可打工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每周 15 小時的打工時
間延長至每周 20 小時，部分學生配偶可獲無限
制性工作許可，即簽證寫
“妳可以為任何雇主做
任何工作”
。
畢業滯留時間：新西蘭畢業的留學生可以
直接申請到 12 個月的開放式工作簽證，不受限
制地在新西蘭境內工作、學習或者旅遊等等。
意大利：符合條件可轉居留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外國留學生可以每周
打工 20 小時。按意大利勞工工資標準 60 元人民
幣每小時，留學生每月約可賺 4-5 千人民幣。

畢業滯留時間：意大利內政部發出了一份
通報，將擴大學習居留轉換成工作居留的範圍，
只要是符合條件者均可以轉換為居留。
日本：須大學同意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本來對留學生的打工
並沒有什麽規定，但隨著以學習的名義來日，實
際上是為了打工賺錢的人大量增加，日本政府
出臺了一個法規，規定需要打工的留學生，須首
先取得大學的同意，然後憑學校的證明、雇傭單
位的契約書，註明工作內容和時間等、外國人登
錄證，到相關部門申請一份
“資格外活動許可”
，
之後才可以開始打工，同時在時間上也做了詳
細規定。在日留學生中主要分兩種，即持
“留學”
和
“就學”
簽證的外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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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滯留時間：新規定將留日學生畢業後
在日本停留時間由原來的半年延長至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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