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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惊鸿一瞥】

米饭还是面条？
“您要米饭还是面
条？”这大概是空姐们最常
说的一句话。美国《科学》
杂志近期刊登了一篇论
文，极大地扩展了这句话
的外延。文章的主要结论
是：吃米的人偏好集体主
义，善于从整体角度思考
问题;吃面的人则正相反，
崇尚个人主义，善于分析
细节，
重视个案。
且慢！这个差异不
就是通常所说的东西方
文化差异吗？心理学界
很早就有这个说法，认为
欧洲和北美人崇尚自由、
宣扬个性解放，东亚人都
是听话的乖孩子，集体意
识强，甚至还有人把这种
差异看成是民主制度和
现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
西方的重要原因。
看来差异确实是存在
的。问题在于，难道这种
差异竟然是由饮食习惯造
成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
结论到底是如何得出来
的。这篇论文的主要作
者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心理学系的托马斯·塔尔
海姆教授，他的研究方向
正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
由来。此前关于这个问
题的解释大致可以概括
为“现代化假说”和“病原
体 假 说 ”，前 者 认为当一
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
平越来越高、个人财富积
累得越来越多时，就会导
致其成员越来越重视分析
性思维，越来越鼓励个性
发展;后者则相信传染病
高发地区的居民为了减少
被传染的机会，会变得越
来越不愿意和陌生人打交
道，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整
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排外，
越来越强调集体主义。和
寒冷的欧洲比，东亚地区
气候较为炎热，人口密度
也更大，导致这一地区的
传染病非常多，最终培养
出了东亚人独特的性格。
随着时间推移，前一
种理论越来越不吃香了。
比如，日本和韩国都已进
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中
国也在迎头赶上，但这些
地区的人民仍然表现出强
烈的集体主义倾向。这说
明社会发展水平和性格差
异之间的相关性很小，不

足以解释造成欧亚两种文
化之间差别的原因。
后一种理论也有自己
的问题。已知传染病和气
候密切相关，有没有可能
是东亚地区的气候，而不
是传染病导致了两者的差
异呢？塔尔海姆教授认为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他
相信热带地区的人不但传
染病多，而且也都喜欢种
水稻。水稻属于劳动密集
型农作物，需要很多人合
力修建灌溉系统，相互商
量着分配水资源，所以稻
农们必须学会相互合作，
避免冲突。相比之下，小
麦虽然单产比水稻低，但
种小麦基本上无须灌溉，
所需劳动力也较少，麦农
不需要和他人合作就可以
自给自足了。
众所周知，东亚人一
直以大米为主食，欧洲人
则更喜欢吃面食。塔尔海
姆认为，双方农业生产方
式的不同才是造成欧亚两
种文化差异的真正原因。
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塔
尔海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
研究对象，以排除其他因
素的干扰。经过一番寻
找 ，他 发 现 中 国 最 合 适 。
中国以长江为界，江北气
候偏冷偏干旱，和欧洲一
样适宜种小麦;江南则以
水稻为主，和大部分东亚
国家一致。但中国早就统
一了，无论是江南还是江
北，人种和语言文化都是
类似的，只是农作物不同，
如果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思
维方式上存在差异，就可
以排除文化或者种族的影
响了。
于是，在中方研究人
员的帮助下，塔尔海姆教
授从 6 座中国城市中招募
了 1162 名志愿者，先通过
问卷调查等方式测验他们
的思维偏好，再统计他们
到底是吃米长大的还是吃
面长大的。当他把两组数
据摆到一起统计分析时，
发现两者确有关联，吃米
长大的中国人更符合传统
东亚人的思维模式。
那么，如果原来种水
稻的人停止种地，这个差
异是否还会存在呢？这就
是塔尔海姆教授的下一个
研究计划试图探究的问
题。
袁越

都市
■【轶事】
海 外 旅 行 ，在 拍 片 、修
片、发朋友圈后，你还能欣赏
风景吗？烛光晚餐，在盯着
每 一 道 菜 是 否 得 到“ 点 赞 ”
后，你还能专注地品味盘中
的美食吗？一项近期发表于
《幸 福 研 究 期 刊》的 报 告 指
出，如果你花钱进行某项活
动的目的在于给他人留下某
种印象，那么你就很难从活
动本身获得快乐。
对此，执掌此项研究的
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心理
学助理教授赖安·豪厄尔表
示：
“如果仅仅为了令他人
印象深刻而消费某种生活
体验，其中的乐趣就会一扫
而光。这种外在的动机削

■【东张西望】
德国柏林有个公园很特
别，里面有十几条吸引人眼
球的长椅，其表面布满了 4 厘
米长的锥形钢刺。
许多游客说，这样的椅
子中看不中坐。唯有当地的
居民知道，这十几条长椅是
最人性化的设计。
长椅的设计者是公园管
理员法比安·布伦森。布伦森
年轻时是名设计师，
退休后来
公园做管理员。他经常能看
到这样的场景：
一条长椅上坐
着两个人，
左边的人看着手机

心之痕 摄

消费动机影响幸福感
弱了体验本身满足心理需
求 的 能 力 。”豪 厄 尔 此 前 的
研究已经发现，如果消费者
花钱购买的是某种生活体
验，往往能够获得比购买物
质产品更大的心理幸福感，
因为这种购买可以帮助人
们满足某些对个人成长至
关重要的心理需求，如对自
我胜任感、生活控制感和社
会化联结的需求。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豪
厄尔及其同事设计并启用了
一套新的问卷，以测量被测
者消费生活体验的动机，并
将该问卷链接到一个名为
“超越消费”的网站上。研究
者通过该网站采集研究所需

的数据，并向公众提供免费
豪厄尔举例说：
“ 如果我
的心理测试，以判断被测者
是一个棒球迷，你让我把钱
属于哪一类消费者，以及他
花在某种人生体验上，而我
们如何受到自己购买选择的
去买了棒球比赛的门票，这
影响。
就是我忠于自己的选择，它
通过对 241 位被测者的
会为我带来幸福感;反之，如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
果我对博物馆并不太感兴
人们的消费动机决定其关乎
趣，而我花钱前去参观，仅仅
个人成长的心理需求能否得
因为它看上去是正确的选
到满足。那些出于自己内心
择，那么我并不会因此真的
的向往、兴趣或价值观取向
感到高兴，因为这是与我兴
而消费特定生活体验的人， 趣不符的选择。”
表现出更强的满足感、幸福
“你要问我为什么要花
感和与他人之间的联结感， 这笔钱，”豪厄尔提醒人们，
并感到振奋;为了获得他人 “因为动机既可以增强也可
的认同而选择消费某种体验
以削弱购买行为带来的愉悦
的人，报告称感到身不由己
效果。”
和人际疏离。
韩晓晨

带刺的长椅
傻笑，
右边的人则盯着手机狂
喊“加油”。他们顶多相距 50
厘米，
可内心世界像隔了十万
八千里，你聊你的天，我看我
的球赛，
互不干扰。
这让布伦森意识到，人
和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
生与死，而是两个人紧挨着，
却各自关注着不同的世界。
经过一番思考，最终，布
伦森向当地政府申请，将公
园的长椅改成“锥刺股”的款
式。得到允许后，他先设计
出一个投币盒和一个连接着

十几根钢刺的线路板。然
后，在每条长椅表面均匀地
钻上十几个孔洞，孔洞里安
装的正是那十几根钢刺。平
时，这些钢刺都是冒出孔洞
的状态。当人们往投币盒投
入 50 欧分后，钢刺就会缩回
到椅子中，人们就可以坐下
来休息。
钢 刺 缩 回 的 时 间 是 10
分钟，时间一到，椅子就会发
出尖锐的警告声，十几秒后，
钢刺又会重新冒出来。对于
步行疲惫的人们来说，10 分

钟的休息已经足够;而对于
玩手机的人来说，10 分钟一
晃就过，这样能有效起到“扫
兴”
的作用。
每条长椅上都有一条相
同的标语：请别让每天在此
走路的距离小于手指滑动屏
幕的距离。
带刺的长椅使用一段时
间后，居民们这样评价：长椅
虽有些“邪恶”，但让我们醒
悟——试着放下手机，多和
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面对
面地交流。
睿雪

红色励志 阅读润心 操队健体 科技创新

沭阳县广州路小学科技创新教育硕果累累
沭阳县广州路小学诞生于
1943 年 ，如 今 已 走 过 76 个 年 头 。
学校本着“让每一个孩子的潜能都
得到开发，让每一个孩子的人格都
得到塑造”的办学宗旨，践行“变厌
学为乐学，变懒散为自律”
的办学理
念，与时俱进，不断推动教学改革，
大力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不断提升
学校的办学品位，实现学校的跨越
式发展。学校占地面积超 4 万平方
米，校园内亭台楼阁、长廊塑像交相
辉映，绿化面积高达 51%，是孩子

们求知的学园、成长的乐园。
如今，全校师生在省劳模杨明
杰校长的带领下获得了很多骄人的
奖项，并形成了“红色励志、阅读润
心、操队健体、科技创新”
四大特色。
作为沭阳县为数不多的红色教
育基地，学校的润园是青少年红色
基因的延续与传承。润园，源于“润
之”，主要由 400 多张珍贵的历史照
片构成，分为十一个板块，全面叙述
了历史伟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
和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为了让孩子的底蕴更深厚、人
集体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需要每
生更丰盈，学校多年来一直坚持让
名学生的共同努力。每一个动作，
学生“阅读经典”。儒家文化与国
都是一种责任心的体现，需要师生
学经典相结合、红色文化与红色经
之间、生生之间的高度配合，它是
典相结合，让孩子在继承与传承中
团队团结协作的典范。操队，是发
成长。
现美和创造美的过程。学校的操
丰富的阅读可以让学生修养
队被上级部门和兄弟单位赞誉为
身心，规范的操队则可以使学生健 “苏北第一操”。
体、专注，感受运动的快乐。多年
科技创新教育的开展是学校教
来，学校坚持按“四化标准”要求操
育中的重要分支，多年来，学校一直
队，即出操军事化，入场图案画、退
重视并积极参与上级组织的各项科
场序列化、全体自动化。操队，是
技竞赛与活动。近年来，学校多次

获得省科技创新大赛省、市级奖项，
并连续三年在省金钥匙科技竞赛中
获得特等奖。2018 年，在省第 12
届校园之间科技创新智力竞赛中，
学校的司馨中、朱秀和张子安三名
同学更是力压群雄，最终获得省总
决赛一等奖。今年 5 月，学校还专
门邀请了南京大学教授张巍给师生
们作了一场精彩的科技讲座，让孩
子们了解了科技创新其实就在我们
身边，我们必须善于发现、善于思
考、善于动手创造。 江艳 司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