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芳芳整理

高考，被称为是人们迈入社会的起跑线，每一年，都有无数的学子沉浸在学海之中，只为取得一个好的高考成绩。

无数人，因为高考改变命运。例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麦家，41年前，他通过高考被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破格录取，成就了后来的“中国谍战剧之父”麦家。

曾就职于中央纪委的富阳乡贤李雪勤，面对失利不气馁，连续三年参加高考，最终考上梦寐以求的大学，而且是北京大学，在日后工作中真正实现以文辅政的抱负。

中国法学家钱弘道，带着父母的嘱托，奋发读书，从万市小山沟考入吉林大学，并走向北大殿堂，成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者。

诚如麦家父亲所说，“文化就像太阳光，火烧不掉，水淹不掉。一个人有文化、有知识，是最大的福气和运气”。通过高考，他们从富阳这片土地走出去，创造了一片广阔天地。

麦家说：“每一次努力，都是你人生的一次历险，一次攀登，一次照亮。”

恰逢2022年高考之时，我们将他们的文章和大家分享，祝愿每个高考学子都能不惧风浪，或金榜题名，或柳暗花明，总有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那年那月那三天
这里指的是两个时间：一是1978年6月

11—13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前者
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后者是高中考大学的
日子。两个日子对我都是非同寻常，有点一
锤定音的意味。

人生能有几回搏，说的就是这样的日
子。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把歧视当作动
力，发奋读书，通过优异的成绩叫人刮目相
看，从而改变受歧视的劣势地位，这是受歧
视者正常的一种反应，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
无所谓，无所求，任歧视自由发展。我当属
于前者，想通过努力把劣势改变的。但是，
我们那会儿读书学习成绩是不重要的，考试
都是开卷考，好坏很难体现也无人关注。

那时候，我们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劳动积
不积极、好事做得多不多、对老师礼不礼貌
等这些课本之外的东西上。这些东西我都
做得不错，小学五年，我当了三年的劳动委
员。我待人也特别礼貌，因为自卑，做什么
都礼让三分，当忍则忍，包括现在都这样的。

少不更事的我并不知道，我的努力并不
能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命运的是邓小
平。到了1977年，天变了，国家恢复高考，
学校也开始要成绩了。这时我在读初二。
我读的是二年制初中，初二就是毕业班。要
在以前，我上高中肯定是没门的。以前读高
中都讲推荐，5%的比例，基本是“干部”子女
的特权。但是那一年邓小平把天变了，上高
中要考试，择优录取，我的机会就来了。

父亲比我还重视这个机会，并把这种机
会归结到是我们造了新屋。其实那时我们
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还住在老屋里，
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离红房子远啊。

从那以后父亲在新屋里给我调整了房
间，调到离红房子更远的西边的房间里，并
专门对我讲了一大通话。这些话是我以后
长长的一系列知道的开始，可以不夸张地
说，这些话几乎决定了我对世界的看法，至
今还在对我发挥作用。

父亲围绕着希望我发狠读书的主题，说
着说着，变得像一个哲学家，向我道出了一

个至真的道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我已经忘记父亲有没有引用原文（完全可
能），但由此发挥的闲言碎言，我至今不忘。

父亲说，文化就像太阳光，火烧不掉，水
淹不掉，一个人有文化、有知识，是最大的福
气和运气。云云。

把知识文化比喻成天外来的太阳光，这
是我父亲的发明。说真的，以前我对父亲的
感情是很复杂，一方面我觉得他很不了起，
对生活和事情特别有见地、有追求，像个哲
学家，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糊涂，经常装神
弄鬼，像个愚昧的人。

另外，我父亲脾气很差，有点喜怒无常，
动不动要打人。现在我又不这样看了。现
在我觉得我父亲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只是
时运不佳，虎落平阳，变成了一只羊而已。

话说回来，自父亲跟我谈过这次话后，
我开始发奋读书，得到的回报是考上了高
中。那一年，我们甲乙两个班共98名同学，
最后考上高中只有5个人。

到了高中，大家都在发奋读书，我虽也
发奋，但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间，不冒尖。

1981年，我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录取
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时的成绩肯定是考
不上的。结果那年高考，我们班上54名同
学只考上了3人，其中有我。

我是第二名，比录取分数高出不多，属
于险胜。尽管如此但依然惊动了老师和同
学，而且马上流传开一种很恶毒的说法，说
我在考试时“做了手脚”。

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

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运气来说有
点说不通，因为高考三天，后面两天我都在
发烧。

我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只有我自己
知道，否则我一定会考得更好。

那么，是什么呢？我现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亲，他本是最爱探究神秘的

人，但也没有给我探究出一个科学的所以
然，而是给出了一个大众化的答案：这就是
我的命。这个答案其实比问题本身还要更
神秘、更复杂化。

1981年8月29日
阳光被树叶剪碎了，剪成一片片不规则

的图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马路上。这是
浙江省杭州市里的马路。这是1981年8月
29日。

这一天，我像浸入了梦乡，被一辆军牌
照卡车从富阳拉到杭州，进而拉到浙江省军
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等人），
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一路上，我记住了

一个惊奇，就是太阳光像一块大白布，被遮
天的树叶剪得粉碎，铺在泛黑的沥青路上，
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梦中的情景。

虽然这时候我还穿着便装，但严格地说
此时我已经是一位军人，享受着军人应有的
待遇。比如进火车站时，我们走的是军人专
用通道，上了火车，乘务员给我们提水倒茶，
我们也给乘务员拖地擦窗，亲如一家人，情
如鱼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在更
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这是当
时军队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很高，院方到
我们学校招生时，他们初定的调档线比录取
线高出40分。我属于险胜，相差甚远，自然
是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带去医
院作体检后，可以说是溃不成军，检测视力
的“山”字表简直像一架机关枪，一下子撂倒
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关卡卡掉的，最
后只剩下2人。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学生
体检，这是入伍体检，是按军人的要求来要
求的。

于是，又重新划了调档钱，比前次降了
一半。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够，还差得远。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

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出来到楼下，在一棵
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
志，50来岁，胖墩墩的，他显然是来乘凉的，
站在我了身边。

正是中午时分，树又是一棵小树，罩出
的阴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
困难，除非我们挨紧了。我由于自小受人歧
视，养成了（也许是被迫的）对人客气谦让的
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
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这才知
道他就是负责“工院”招生的首长。

我向首长表示，我很愿意去他们学校，
就是成绩差了。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
的分数确实低了些，否则他可以考虑要我。
但是，后来当首长获悉我数学是满分、物理
也有98分的高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
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激动地说：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

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
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
路检查下去，居然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
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
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签发的通
知书。

回想这一些，我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写小
说。

麦家：回忆四十年前的高考，好像在写小说(选自《非虚构的我》)

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客座教授李雪勤，北大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钱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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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高考之路是曲折的，艰难的，

甚至还有些传奇的色彩。
1977年的高考，我是随着大流懵

懵懂懂地就参加了，当时也不知道这
是邓小平同志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1966年下半年开始上初中，后
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停课闹革
命、把学校办到农村去等原因，停学了
两年，一直到 1970 年底才初中毕业，
之后就在老家富阳县常安公社大田大
队务农。

1977年下半年，我正当着生产队
长，就听说要恢复高考了。

既然上头中央有让大家参加高考
的政策，那我也不妨一试。无论如何，
高考还是决计要参加的。于是，我就
报了名。由于每天要去分工派活挣工
分，加上思想上也不够重视，就没有什
么像样的复习。

大约是1977年的12月间，我到场
口中学参加高考。当时浙江省第一次
高考，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初试
只考语文和数学。记得当年的语文作
文题目是《路》，我就写了自己经常走
的路有了一些令人惊喜的变化。谁曾
想，我居然考上了！我是在大田小学
附设初中班读了两年的初中毕业生，
记得当时数学学的大多是跟生产实践
相结合的一些常识，基础非常差。所
以，初试能够考上，主要是靠语文。应
当说，这可能得益于自己的求知欲比
较强，什么书都喜欢看，什么事情都喜
欢琢磨。

复试就要开始了。当初填志愿
时，我也不清楚什么文科理科的区
别。由于自己操作过从浸种孵芽、稻
种下田、插秧施肥、耘田拔草、植保防
治，一直到收割入仓的全过程，自信搞
农业是专长，我就报了农业专业。发
准考证时一看，我报考的是理科，理科
就要考数理化。可想而知，复试理所
当然地落榜了。但初试的成功，使我
增强了能够考上大学的信心。

（二）
1978年，心有不甘但有信心的我

又准备参加高考。我当时做了两件事。
一是改报文科。正所谓吃一堑长

一智。吸取上一次只凭自己熟悉的事
情就盲目报考农业的教训，也由于初
中学习的基础太差，尤其是数理化的
基础基本为零，就必须改变报考方向。

二是加紧复习。我找来高中课
本，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数学，哪一
门都不敢耽误。尤其是数学，是最终
拉分的一门课，必须有所进步。我在
继续当着生产队长天天干农活，空闲
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数学的学习上。
有时晚上在生产队开完会，就赶紧回
家看一会书。当时没有老师辅导，也
没有其他复习资料可以参考，完全凭
自己的一股信念在努力。即使在高考
前夕，我也没好意思去脱产复习，没有

停止过一天的农业劳动。
1978年7月20日至22日，我又到

场口中学参加第二年的高考。这三天
高考的顺序是：政治、历史，数学、地
理，语文、英语。8月份高考的成绩一
下来，浙江省的录取分数线是280分，
而我的成绩是 274.5 分，只差了 5 分
半。而且，我完全自学的数学也考了
15分。这就是说，只要数学能增加10
分以上，我就能够上大学！这样的远
景目标，还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三）
1978年的高考虽然失利了，但我

对 1979 年一定能考上大学的信心反
而更足了。由于当时劳动的繁重、复
习的压力，再加上营养匮乏，我得了轻
度肺结核。因为想上大学的愿望很强
烈，这个突然的情况不仅没有使我悲
哀，反而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遇——
终于可以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高考复
习了！

于是，我就在1978年九、十月间，
毅然辞去当了近 3 年的生产队长职
务，抱病到场口中学报名参加文科复
习班，同比我差不多小10岁的学弟学
妹一起复习。记得当时有不少人用异
样的目光看着我，觉得这个大人怎么
和一帮小孩混在一起啊？有的人看见
我挑着米和菜去学校，就故意问我：雪
勤，你干吗去啊？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读书去！场口中学在当地因管理严格
闻名，后来被誉为“山乡千里马”。我
一到学校，就复习得非常刻苦。不到
两个月，我的眼睛就近视到了不得不
带眼镜的程度。由于一个星期只回一
次家，在学校一日三餐，我几乎都是用
家里带去的一搪瓷罐霉干菜下饭，以
至于经常因维生素不足而牙龈出血。
我就这样一边复习，一边悄悄地吃药
治疗。尽管如此，由于上大学的前景
激励着我，当时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1979 年 7 月 7 日、8 日、9 日，记得
那几天正是暑热难挨的时光，全国第
一次统一的高考开始了。当时我们文
科的高考顺序是语文、历史，数学、地
理，政治、外语。

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的成绩是：
政治 75 分，语文 79 分，数学 47 分，历
史 81.5 分，地理 90.5 分，总分 373 分。
外语11分作为参考，不计入总分。这
比浙江省的录取分数线 300 分，多出
了73分，是富阳县文科第一名。

由于体检耽误时间太多，填报志
愿时就格外匆忙。当时连我的报考登
记表最初都是场口中学的同学好友帮
助填的。在全国重点高校栏目里，我
第一志愿填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和中文
系。在一般高校的栏目里，我第一志
愿填了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当时心
想，填北京大学的志愿也就是心里过
过瘾，不太可能，报华东政法学院应该
没有问题。

过了没几天，听我的一位老师朋
友说，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
常安公社，是北京大学的挂号信，只能
我自己去取。我就一路小跑到公社
里，取回了挂号信。打开一看，里面有
三份材料。一份是北京大学录取通知
书，一份是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北
京大学新生入学注意事项》，还有一份
是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北京大学
学生会致新同学的一封信。应当说，
当时的心情既兴奋又坦然。兴奋的
是，终于考上梦寐以求的大学了，还是
北京大学中文系！坦然的是，自己已
经连续考了 3 年，考上大学是理所当
然的。

我1984年大学毕业后，就按照自
己的志愿到了中央纪委，后来到中央
办公厅工作，参加过党的十六大、十七
大、十八大三次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和
党章的修改工作，四次参加中央全会
决定的起草等工作，还担任过中央第
八巡视组副组长，尽职尽责地发挥了
以文辅政和参谋助手的作用。

作者简介
钱弘道，1964年生，浙江杭州富阳区

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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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一过，父亲就虚岁八十五了。
父亲年轻时也是有许多“壮举”的：半

夜起床，肩挑四头小猪，从南天目山出发，
翻山越岭，直到天漆黑才走到老余杭猪市
场，然后为了节省旅馆费，当天返回，第二
天早上才到家，往返估摸步行三四百里；下
大雨发洪水时，从南天目山脚用竹排沿溪
流将木材放到近百里外的新登镇，中间要
经常下来推着竹排，放一次竹排需要起早
摸黑一整天……这样的“壮举”我是望尘莫
及的：我哪里有这样的身体底子呢？

父亲挑起家里一切重担，把我们兄弟
姐妹四个拉扯大。我小时候在村里村外以
最会读书出名。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一心
培养我读书。我一路走来的种种努力，部
分原因是为了报答父母。父亲最开心的事
可能就是我考上大学。至于读博士、做教
授，大概已经超出他的愿望了。有一件事，
我让他很生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
浙江省检察院辞职，没有跟他商量。去年
有一天，他从医院里给我打电话说：“你是
孝子，像电视节目里一样的孝子！”我感到
尴尬惶恐。

我与父亲聊着旧事。忽然，父亲不说
话了，竟然睡着了。我心里一阵酸楚，愣愣
地问：“阿爸，你睡着了？”父亲迷迷糊糊回
过神来：“没有啊，没睡着。你刚才讲啥
啊？”母亲在旁边说：“你睡着了。”父亲使劲

睁了睁眼睛，干咳了几下，清了清嗓子，沉
默了一会儿，然后盯着我，一本正经地说：

“人一辈子很快的。六十岁后，一下子就爬
到八十多了。你太劳碌了。安心把本职工
作做好，其他很多事情不要再操心了。你
身体也不好，身体要紧。这点名气已经够
得很了。”父亲喘了几口气，又说：“你的胃
要好好治了。你的脚要好好养，不然老了
会留下后遗症的。”我眼泪快滚出来了。父
亲素来知道我的肠胃不争气。我的脚崴了
两次：第一次，大前年爬山时从高磡上跳
下，左脚骨折了；第二次，去年，在书院台阶
上奔跑，右脚骨折了。我一直过于自信，觉
得自己还年轻有力。父亲的话让我有一种
从瞌睡中醒来的感觉。

晚上八点，春节联欢晚会开始。父亲
说要去睡了。他不喜欢看春晚节目。以
前，父亲都是早睡早起，现在却是早睡晚
起。他跟我嘟囔了几次：“最近，不知道什
么原因，这么会睡。”

鞭炮声突然在山中此起彼伏响成一
片。凌晨了。

我希望，父亲还能活五年，活到九十
岁，那时我也该退休了。

我知道，今后的时间，须多陪陪父亲。
（本文写于2021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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