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7月5日
July 5，2013A9 文学&历史

LITERATURE&HISTORY

【美国人的公民意识】我热爱我的国家，
但警惕我的政府（I love my country, but I fear my 
government）；人权比主权更重要；自由比爱国
更实际；法律比总统更可靠；民生比政治更符合
需求；教育能让人看到希望。公民挑剔政府和批
评其政策，便是爱国。

【平等】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无边无际洁
白的十字架，将军与士兵相连，死而平等；八宝
山公墓：上墙要师军级，入房要兵团级！ 

【公民财产】美国的房子不仅是永久产权，
而且房子上面的天空，房子下面800米以内的地
也是属于房主的。只有高于一定的高度之后，天
空才是国家的，如果在地下800米以内发现了石
油或者其他矿产，这些资源都归房主所有。

【温暖】美国某地某年下大雪，学校要求所
有学生到校。有家长反对。学校说这是为了那些
家贫无暖气的孩子，他们到了学校至少有暖气、
有热汤。家长说，那就让那些孩子去学校好了，
为什么要全体？学校说：这样做，是为了维护他
们的自尊心。——善行，发自仁爱、温柔之心，
不依赖金钱来表达。

【揭露美国和中国乞丐的不同】中国乞丐以
儿童、残疾人、妇女、老人为主，很少青壮年；
美国乞丐以青壮年为主，很少老弱病残。这说明
了，美国乞丐主要是因为懒；中国乞丐主要是因
为穷。美国政府不养懒人，但照顾老弱病残；中
国政府养懒人，但很多老弱病残要离乡背井到都
市街头自谋生路。

【普世价值观】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
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
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
技，而是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
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
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
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历史】“美国历史教科书你会发现，越
是丢脸的事越写得细，比如歧视黑人、大萧条、
虐待华工等，但没找着几段说他们“伟大成就”
的。原来美国人是把家丑扬给下一代警醒后人，
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给
历史整容，会唐突了现实，苍白了未来，弱智了
后人，最可怕的是家丑还可能重现！ 

【美国孩子第一课学什么】胡适就读于美国
康乃尔大学时，适逢小学新生开学上第一课。他
跑去偷听。整堂课的内容是小学生们跟着老师反
复背诵着誓词：“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
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
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这段誓词是美国第三任
总统杰斐逊为美国学生亲自撰写的。

【衡量】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
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
没包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公务员的
清廉。它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简而言之，
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
东西。它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可以因做一个美
国人而骄傲——罗布特·肯尼迪 

【中国对美国没有威胁】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弗里德曼在他的书中写到：不用担心中国
偷窃美国的技术，因为美国可以更快地发明新的
技术；最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偷窃的是美国独立宣
言、宪法等代表美国价值的东西，当中国开始拷
贝这些东西时，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开始，那才
会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 

【大学该教什么？】美国耶鲁大学一位校长
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
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就是耶鲁教
育最大的失败。” 

教育的真谛不在于大量的学习各方面的内容
也不是专心的学习某一方面的内容，而是你了解
其他大概的东西时还对一方面特别精通，中国教
育的失败在于大量学习各方面内容，磨砂学生想
象力，但从巩固统治来说非常有效防止[作死内
容]，美国教育失败在于只是单纯的学习某一方
面，让毕业的学生不能很快的适应特殊情况，但
美国的成功基于这种教育的失败上,这种教育的
失败好处在于创造了各方面突出的人才，但使美
国公民在应对金融风暴一类的突发性事件损失惨
重。

【沉默】美国波士顿犹太人被屠杀纪念碑
上，刻着一个名叫马丁的德国新教神甫留下的一
段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
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
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美国人的公民意识，为什么而活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
来，再也没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美国做事潜规则】1、不吃早餐的人不能
委以重任，一个连自己健康都不在意的人不会在
意任何项目的细节。2、每个人都要有个骨灰级
的爱好。3、帮助老人，上帝会记住你的行为。
4、永远尊重那些知识份子，说不定哪天你就要
为他们打工。5、少吃快餐每天吃青菜，没有什
么比生命更贵。6、父母不需要你赡养但需要你
关爱。 

【被世界遗忘的尴尬】撒切尔夫人曾说过，
中国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国家，它只生产洗衣机
和冰箱，不生产思想。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在讲到
世界汉语热时说，十年前在美国也曾刮起过一股
汉语热，但很快就消失了。如果汉语背后没有文
化，文化背后没有思想，思想背后没有精神，这
个神话也终究会消失。

【为什么活着】美国教授考察中国后的感
叹：中国人活得太累，他们的人生只有两个词
组，成功和拼搏……我很奇怪，他们连快乐都感
受不到，却想追求幸福。另：小学——大学，忙
着各种考试；毕业——忙着结婚；结婚后——忙
着生孩子养孩子；退休了——给孩子看孩子……
如此活着而已……

【打好烂牌】五星上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
尔年轻时，有次和家人玩牌，连续几次都拿到很
糟糕的牌，情绪很差，态度也恶劣起来。母亲见
状，说了段令他刻骨铭心的话：“你必须用你手
中的牌玩下去，这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
不管是怎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要做的就是
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武器】美国人持枪自由的宪法依据。1791
年12月15日制定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全文如
下：“一支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一个自由州的
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不得侵犯。”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一个信条是：任
何政府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他们宁愿凡事依靠自
己，而手里有一支枪会让他们感觉更有力量。 

【知识】据说犹太人在孩子一岁时将蜂蜜涂
抹到《圣经》上让孩子舔，意在告诉孩子读书是
甜蜜事。这个饱经苦难的民族拯救自己的秘密就
是读书。美国人均年阅读45本书，犹太人65本，
中国人5本。数字差距的背后是什么？一个读书
求知的民族纵有苦难也有未来。

【力量】美国著名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
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
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
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
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
在。” 

【价值的不同】王建硕：在一个不富裕的国
家（如中国），最好的生意是“帮人省钱，或者
帮人消磨时间（娱乐的价值）”；在富裕的国家
（如美国），最好的生意“帮人省时间（方便的
价值），或者帮人花钱（奢侈品的价值）”。这
就是硅谷很多主意在中国不很行得通的原因。 

【灾难】在美国，一次重大事故就能改变历
史：1911年3月25日的三角内衣公司火灾。146名
男女工人死亡，大多数是16到23岁的姑娘，最小
的仅14岁。三角工厂事件不仅促使了美国对血汗
工厂立法，后来更被写进美国中学历史课本，成
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生命的价值重
于财富。

【公务员】在美国，3%大学生愿意报考公
务员；在法国，是5.3%；在新加坡，只有2%。
在日本，就业倾向公务员排在榜单第53位；在英
国，公务员甚至进入20大厌恶职业榜；而在中
国，76.5%的大学生愿意报考公务员！梅德韦杰
夫说过，一个国家的青年，争着去当公务员，这
说明这个国家的腐败已严重透了。

【法制国家】在美国，新移民都要考公民常
识，其中一个问题是：“美国是法治国家，这是

什么意思？”几乎
所有中国人的回答
都是：“公民必须
守法”。但美国给
出 的 标 准 答 案 却
是：“政府必须守
法”。美国之所以
是法治国家，就是
因为它要求每个公
民行使监督政府的
权利，来确保政府
权力受到约束！

【 美 国 富 翁
特 征 ： 不 穿 名 牌
不戴高价表】：1
、 大 多 数 是 白 手
起 家 ， 只 有 1 4 %
的 人 表 示 父 母 很

富裕。2、谈到财产的累积，95%的人提到勤奋
工作、83%的人提到有效投资、81%的人提到节
俭、67%的人提到敢于冒风险、41%的人提到运
气。3、百万富翁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90%的人
受过高等教育。 

【美国幼儿的“素质教育”】1、自尊与自
信，不靠说教抽象地教孩子要自信、自爱、自
强；2、自我价值感，培养宝宝遇到难题自己思
考判断力求自己解决；3、挫折承受能力，参加
各种比赛，激发孩子与强者抗衡的勇气信心，培
养自强不息的意识和超越自我的精神；4、人际
交往能力，对自己的行为和选择要负责任。  

【校车】当威风八面的悍马遇上美国校车！
美国对孩子生命安全的保护是最大限度的。校车
有鲜明的颜色和最牢固的设计，学生放学时，所
有的车辆必须无条件停下来让孩子先行，这是法
律规定。他们的理念是：要象保护总统一样保护
孩子的安全，因为你不知道，这些过马路的孩子
中，不知道哪个会成为美国未来的总统。

【奥巴马弟弟：我用不着我哥帮助】英国每
日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同父异母弟乔治
2008年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当时他住在肯
尼亚的贫民窟里，引来一些对奥巴马不施援手的
批评。而在披露的一部纪录片片段中，乔治说自
己是成年人了，用不着奥巴马照顾，还说奥巴马
照顾了世界，也等于照顾了他。

【钞票上的人】他既是科学家、数学家、音
乐家，又是哲学家、政治家、发明家，出版商、
外交家。他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参与起草《独
立宣言》，发现过数学公式、正负电子，发明过
乐器、医疗设备，担任过邮政局长……资本主义
精神最完美的代言人、说不尽的本杰明·富兰
克林，他的头像被印在100美元上，但他不是总
统。研究显示印在面值越小的钞票上头像的那个
人越伟大，So...呵呵，不信比比，华盛顿（one 
dollar上的）与富兰克林哪个更伟大。

【纽约市长年薪一元 每天挤地铁】纽约市长
布隆伯自2001年上任以来，连任三届，年薪一元
（本身是身价超过百亿美金的美国富翁，市长年
薪仅象征性收取1美元），每天坐地铁上下班，
在拥挤的地铁里常常没人给他让座，只能站半个
小时。他还下令取消了纽约78%的政府特权车。 

【美国钉子户】美国西雅图有个钉子户；战
胜了开发商。只有90多平米的小房子，开出了几
倍于市价的百万美元补偿，但80多岁的屋主老人
就是不肯搬，最后开发商只好三面围着她的小房
子，建起了凹字形的五层商业大楼。不仅如此，
孤身一人的她还和商业大楼的工程项目主管马丁
成了忘年交，并在去世后把房子留给了马丁。

【抗议】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
演讲，进入提问环节，有学生提问：“克林顿总
统，上次我们的主席去美国访问，外面居然有人
抗议，如果今天这个礼堂外面也有人抗议您，您
怎么看？”克林顿总统微笑着回答：“其实在美
国我也经常受到人民的抗议，我的工作就是去听
取抗议者的意见，然后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改变】越战期间，一美国男子每晚都点著
一根蜡烛，站在白宫前表达其反战立场。一个雨
夜，他还是拿蜡烛站在那里。一个记者忍不住问
他：先生，你真以为你一个人拿著一根蜡烛站在
这里，就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政策吗？他回答：我
这样做不是想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不想让这个国
家改变我。 一个人和一群人的力量是不同的。

【内战不能叫解放战争！】美国也曾发生
过内战——南北战争，可他们很快地意识到：不
是南方军人死多少，北方军人死多少的问题。
而是，首先死的是人，然后
死的是美国人！然而，我们
呢？60多年过去了，还在沾
沾自喜地炫耀着共军打败国
军，实乃是中华民族最悲情
的惨剧，挑拨人与人之间的
对立，是黃俄共匪生存的必
须。

【他国内政】1994年，
卢旺达爆发80万人被杀的部
族 仇 杀 。 美 国 因 未 及 时 干
涉，受到非洲各国唾骂：“
难 道 几 百 名 美 军 士 兵 的 生
命 比 几 十 万 黑 人 生 命 更 重
要？”结果，克林顿总统亲
赴卢旺达道歉和赎罪。人不
是美国杀的，美国不干涉他
国内政何罪之有？因为，你
有能力阻止犯罪，却没有及
时去阻止犯罪，就是一种犯
罪！ 

【遗骸】30多年过去了，美国仍然在寻找那
些在柬埔寨、越南和老挝等国家失踪的美军士兵
遗骸。美国“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在亚洲阵亡士
兵的遗骸，就是为了兑现“让每个人回家”这句
承诺。这项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任何人只要找
到阵亡美军遗骸，可以得到25万美元，帮助申请
移民美国。这样的国家，有谁能够战胜它呢。 

【美国人的价值观】什么是人生最有价值
的事情？67%的美国人选择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
己想做的事，61%的人认为事业成功有孩子最
有价值，53%的人认为结婚是人生最有价值的
事，52%的人认为，做义工、为慈善机构捐助和
过着有宗教信仰的生活，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事，
只有13%的成年人认为成为有钱人最重要。

1998年6月2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问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古都西安时发表了如下讲话：“
美国力量和成功的关键源泉在于尊重每一位公民
的价值、尊严、潜能和自由。……在这个全球信
息化时代，新中国要取得同样的力量和成功，关
键在于作出同样的承诺，为所有人提供充分发展
潜力的机会。”

【言论自由】在美国，任何机构或个人都可
以自由办报或其它媒体，唯独政府不可以。美国

宪法不允许。这是为什么？美国允许各种奇谈怪
论，允许各种看似荒诞的思想横行，容忍各种反
对的声音，但美国不允许权力控制舆论，不允许
权力主导思想，不允许少数人左右整个社会的思
想。美国的言论自由保障一切普通百姓，但却不
保障公众人物。你可以骂总统是任何东西，但是
辱骂普通人，并对其造成了实际危害，就会被严
惩。

【狗的地位】美国狗证背面的三句话：1、
请好好对我，因为世界上最需要你的爱心的是
我，也别把我关起来，你有你的生活你的朋友，
你的工作和娱乐。而我，只有你。2、在给我命
令时请给我理解的时间，别对我发脾气，虽然我
一定会原谅你，你的耐心和理解能让我学得更
快。3、请别打我，我有反抗的牙齿，但我不会
咬你。 

【骆家辉当华盛顿州长时说的一段话】“一
百多年前，我的祖父在未满二十岁时从中国来到
美国，靠给人家做佣人换取英文课程。他那时所
在的地方距离华盛顿州长的官邸仅仅一英里。但
是我的家族花费了一百年时间才走完这一英里。
这是一段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发生的旅程。

（图片和文字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