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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状元”李文超的北漂生活

张庆熊： 愤怒

在复旦大学从教近

20

年的哲学系教

授张庆熊第一次生这么大的气，原因是他

的一班学生集体请假为梁朝伟等明星来

校宣传维持秩序去了。 他一向以自己的学

生为荣，现在这些学生却把追星、娱乐放

在第一位，着实令老先生不爽。 他引用孔

子的“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说明在

歌舞升平中会使人沉沦乃至家破国亡的

道理， 有人认为如此类比未免小题大做。

在他发表文章表达对此事的愤怒后，学校

领导向他通报了调查情况，团委和学生会

也正式道了歉， 张教授表示接受道歉，并

说“学生都是很好的孩子”。 一场“追星惹

的祸”算是告一段落，但大学应该营造怎

样的学术氛围这一问题已被抛出，有没有

人敢接招呢？

何崝： 请辞

22

岁的黄蛉 ， 凭借甲骨文作文在

2009

年高考中被封 “牛人”， 之后被四川

大学锦城学院破格录取， 再之后在四川

大学接受一对一的教学。 但最近， 他的

指导老师何崝———

64

岁的返聘教授、 古

文字专家———向学校申请不再教他了 。

“我一直告诉黄蛉， 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要低调， 要埋头做学问， 但他就是有点

沉不下心。” 擅自接受媒体采访， 被何崝

教授认为 “不可容忍”。 做学问， 要求踏

实 、 心静 ； 学知识 ， 要求基础 、 能力 。

在何崝眼中， 这两点黄蛉都不具备。 通

往学问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条热闹的路，

年轻的黄蛉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 除了

靠他自己的悟性， 也还需要周围的关切。

因为给人才创造适合人才发展的环境 ，

除了学校， 社会也有责任。

姚明： 上课

11

月

7

日， “巨人” 姚明出现在上海

交大 “中国现代史重大问题研究” 的课

堂上。 骚动、 窃窃私语、 拍照， 一个大

牌明星走进大学课堂所引发的热烈气氛

不难想见 。 在之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 ，

姚明透露了自己作为学生的烦恼和决心：

“在信息爆炸的当今世界， 我们不懂的东

西实在太多 ， 尤其是我 。 正因为如此 ，

我在退役后进入大学校园， 重新拿起课

本。 坦率地讲， 我第一节数学课完全没

有听懂， 只是唤醒了十几年前关于数学

课的一些模糊记忆。 但我已经作好了心

理准备， 只要每天都能提高一点， 最终

一定会有所收获 。” 从篮球场到大学课

堂， 又一个梦之旅开始了。

牛培行： 发明

中小学时学习成绩常常倒数第一 ，

高考成绩低了录取学校投档线

100

分， 这

个常人眼中的 “差生”， 上中学时就获得

了

31

项专利， 有的现已转化为实用产品，

远销海外；

21

岁的时候已经拥有了自己

的科技公司。 现就读于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的牛培行的成长经历令人称奇。 牛培

行最感谢的是教过他的老师， 因为他们

从不 “嫌弃” 他。 他的经历说明， 每一

个孩子都有价值， 学校教育最终是要让

每个孩子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 正如一

位中学校长所言， 现在教育的难题， 不

是教给孩子们如何搞创造， 而是如何不

抹杀孩子的创造力。

（王珺）

■

隍

微观点

■

隍

读后感

在校车管理上，目前实行的是教

育、公安、交通等部门共同管理、共同

负责，这实际上就是无人管理、无人

负责，缺乏责任主体。 校车管理还停

留在自生自灭、自我管理的阶段。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

授袁桂林说

我国目前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

没有得到遏制， 而且在向不良方向

发展， 带来社会阶层间流动性降低

的问题， 不仅涉及教育公平， 也涉

及社会公平， 涉及国家未来发展稳

定的大问题。

城市的教育条件、 办学资源比

农村好很多，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

平。 我们希望以这种形式来对不公

平进行力所能及的弥补和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

成谈及人大 “三代内无大学生” 的

招生政策时说

据报道， 除了四处宣传他的新

书之外， 到现在， 全国各地已有

30

多个孩子被父母送到 “狼爸” 家中，

利用寒暑假时间接受教育。 换言之，

“狼爸” 正把自己的家教转变为教育

培训， 做起了生意。 这就更值得对

“中国狼爸” 概念加以理性分析了。

———学者熊丙奇说

北大学生为什么就不可以做一

个普通劳动者，只要他卖猪肉卖得最

好，修鞋修得最好，种地种得最好，工

人当得最好，那一样是我们北大的骄

傲。 我想，这就是北大人的价值观倾

向，就北大精神来说，在任何工作上

作出贡献都是给母校增光。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说

在农村， 五周岁以下双亲外出

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总数的

40.19%

，

为

2300

万人 ， 四川 、 安徽 、 河南 、

湖南、 江西、 贵州、 广东等

7

省

0-5

周岁留守幼儿均超过百万人。

———全国妇联儿童部部长邓丽

在 “

2011

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讨会”

上透露

他不强迫我去做他想让我成为

的那种人。 他会帮我寻找使我最有

机会成功的位置， 并且给我最好的

建议。 他从来不暗示我， 他想让我

成为什么人。

———陈省身之子陈伯龙说

一切以学术研究为生命的人 ，

应将自己的署名写在研究的过程中，

而不是在论文完成之时。 不论是自

己写作论文或指导学生论文， 要做

到这一点， 我想以下几个方面是少

不了的： 是否对论文涉及的领域和

范畴熟悉、 是否参加选题的遴选和

确定、 是否拟定论文的结构和框架、

是否参与论证和实例的收集。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 博士

生导师赵振宇说

在我看来， 奥数不少题目很刁

钻 ， 作为爱好偶尔为之是可以的 。

如果作为主业精心揣摩， 甚至为了

应付升学， 则是很荒谬的事。

打个比方，以学医来说，奥数就

像疑难杂症， 如果不扎实打好基础，

只攻疑难杂症，到最后可能连普通的

感冒都不会治。 这能说是合格的医生

吗？ 这样子学，学懂了无异于没学懂。

———数学家丘成桐说

父亲晚年特别关心教育问题，提

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

杰出人才”，被称为“钱学森之问”。 对

当前的学校而言，如何摆脱应试教育

的羁绊，还教育本来面目，以为国家、

为社会、 为民族前途着想的开阔胸

襟，培养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庄敬

自强，砥砺奋发。 这都是亟待教育界

乃至整个社会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钱学森先生之子钱永刚说

（俞水 整理）

人的距离，心的温度

此前，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不太想得到

大学生和食堂里的大师傅能有什么交集。 最

近采写北京大学“阳光厨师”李建华的选题，

看了学生们饱含感情写下的回忆文字， 听了

他们自发为李师傅家属捐款的前前后后，再

一次被朴素却真实的爱与关怀所打动。

北大农园食堂二楼

4

号“风味锅仔”档口

的李建华师傅记得住常来吃饭的同学的口

味， 而同学们也不仅成了小鸡炖蘑菇、 可乐

排骨等菜品的拥趸， 在接过李师傅从窗口递

出的热气腾腾的小火锅时， 他们也同时接过

了他乐呵呵的面孔带来的善意、 东北味儿的

问候带来的温暖。 大学生们因学习而来的疲

惫，因情感而来的失意，因人际交往而来的困

顿……诸多不尽美妙的心情在这善意的招呼

里总能获得些许慰藉。 李师傅因病去世

后，大学生们自发“网祭”这个熟悉的陌生

人，自发为他的家属募捐。 我在报道中写

道：“因他的乐观热情， 因他们的感恩尊

重，他们和他的生活圆心越来越近，直至

画出两个相交的圆。 ”

这个故事的感人之处不仅在于大学

生与“小角色”的理解、互动，更在于他们

用心的温度弥合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大千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千姿百态，也许

形同陌路， 也许擦肩而过。 这一秒还是陌生

人，下一秒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缘际遇。

救人者刁娜在施救过程中被人撞伤

了，她却说“一条腿换一条命，值得”。 一出

流血受伤的悲剧因为她的义举而有了温

情的结局：受伤者、施救者、肇事者相互鼓

励共度难关。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开车

经过此地， 看到被撞受伤的人倒在路边，

刁娜首先想到的是“这里车来车往，司机

一不留神可能会再次撞上她”。 义举开始

于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这种善使人的距

离无限拉近，使事不关已的“我”和素不相

识的“他”变成了息息相关的“我们”。

在沈阳， 当公交车女司机被歹徒捅了

7

刀，

40

多名乘客惊慌下车时，

1992

年出生的

大学生杨艳艳却走上前扶起血泊中的司机，

等不及救护车，打车将伤者送到医院。 有人

提醒她这样做有风险， 她说：“我只想救活

她，还怕什么呀？ 我跟着自己的心走了。 ”

罗曼·罗兰说：“善不是一种学问，而

是一种行为。 ”刁娜、杨艳艳就在用自己的行

动注解着“善”。

令人情动于心的故事不仅仅发生于这些

突发事件，在平常人生的普通日子里，我们同

样可以感受切肤的痛与切肤的爱。 从母亲腹

部一刀刀割下近

3

张

A4

纸大小的

6

块皮肤，再

一块块地补在患黑色素癌的

4

岁儿子身上。在

高昂的植皮费用面前， 河北农妇郭立青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割皮救子”。 母子之爱无疑是

世界上最短的距离， 这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的距离让人相信：如果整个世界都变成冰，人

间还会留有最后一丝温暖。

有时，距离是个有意味的长度。

“我们同学家里都是开奔驰宝马来接，你的

车档次太低，下次来接我时停远一点。 ”这是一

名小学生对开

QQ

车接他的爸爸提出的要求。

超载是造成

11

月

16

日甘肃正宁幼儿园校

车事故的原因之一。没有人知道孩子们是以怎

样的姿势对抗失去距离感的狭小空间的，同样

没有人知道，在黄色的特权校车和艰难蹒跚于

上学路上的孩子中间还有多远的距离。

在发飙、 谩骂充斥的现实世界和网络空

间，弥漫的是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情绪。这

种情绪让人常有“他人即陷阱“的恐惧。

“天上的星星为何

/

像人群一般的拥挤

呢

/

地上的人们为何

/

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 ”

这充满哲思的歌词时常萦绕于脑际， 现实真

的如此令人悲观？

幸好，还有这样的声音存在———

只要人心不冷，爱就会延续；

十几亿人， 每个人总有一些小空间做自

己的事情。 各尽本分， 继续向前；

每个人多肩负一点社会责任， 就能多享

受一点幸福生活。

鼻子泛酸， 眼眶发胀， 一股暖流缓缓地

从心底迸出， 大抵这就是情动于心的生理表

征。 有多少情动于心的时刻， 心底就能生出

多少希望。

■

隍

月末聊斋

一大早，李文超走进清华六教（

102

），直

奔教室最前排， 把鼓鼓囊囊的黑色双肩包往

桌子上一放，掏出他的宝贝家当：被塑料袋裹

着的白纸本、一瓶钢笔水、一支旧钢笔。 上课

铃一响，笔在本子上沙沙响，一会儿工夫，他

记了整整

11

页。

课间， 他用混合着重庆与贵州口音的普

通话与教授忘我地讨论， 满面红光， 声音洪

亮。 如果不是那秃得发亮的脑袋和装在腰间

布袋里的老年证出卖了他的年龄， 你不会猜

到他已

69

岁。

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 都对他的出现毫

不奇怪，这位高龄旁听生已经在清华、北大的

课堂上活跃了

1

年多。每天早上

6

点半，他会走

出中国地质大学家属区的地下室， 骑上从跳

蚤市场淘来的二手自行车， 穿过人声鼎沸的

五道口，到清华或北大听课。

时而有记者来探访他的“北漂”生活，他

便声情并茂、 手舞足蹈地从

10

年前讲起自己

的故事。

疯狂老头

李文超的人生， 从

59

岁那年开始呈现出

另一番景象。

2000

年

5

月，广播里播放的一条新闻让他

欣喜若狂———教育部公布高考改革新举措，

取消考生“未婚、年龄不超过

25

岁”的限制，首

次允许

25

周岁以上的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哎呀，那不就是说我也可以去考！”刚刚

从贵阳铁路工务大修段机关退休回家的李文

超高兴得想要蹦起来， 摩拳擦掌地戏称自己

要“再一次接受国家的检阅”。

他上一次“接受检阅”是在

1964

年，那成

了他至今无法解开的心结———

“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一个班

几十个人，只有一个人能升学，就是我。 ”然

而，自认在高考中“发挥得很不错”的他没有

等来录取通知书。 他无数次猜想过大学梦破

碎的原因，但当时那个压抑的社会环境，让他

无从寻找答案。

这成为他

36

年后再次走进高考考场的动

因。

2000

年的高考日， 李文超搀扶着他

88

岁

的老母亲来到考试现场。 一位保安在门口把

他拦了下来：“你进去干什么？”李文超扬了扬

手中的准考证：“参加高考，国家允许的！ ”之

后，在母亲目光的护送下走进考场，与小他

40

多岁的年轻人同场答题。

最终，他得到

286

分，在当年全国高龄

考生中名列首位， 被媒体称为 “花甲状

元”。

“我可是没怎么复习就去考试喽！ 全

凭脑子和平时的积累！ ”李文超对自己当

年的“裸考”经历很是得意。 不过，虽然考

了个“状元”，但他的分数仍离贵州省录取

线差了

14

分。幸运的是，贵州师范大学破格

录取他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并免除了他

的学费。

李文超迎来的大学第一课是新生军

训。 这位“花甲战士”虽然站在队伍的最后

一排，却在很多项目中把同学们甩在了身

后———在太阳底下站军姿 ，最笔挺 ；踢正

步，最认真；就连从未接触过的射击，他也

打了

47

环，在全年级排名第一，还因此获评

“优秀学员”。

休息时， 同学们累得直接躺在操场

上，李文超也跟着躺下。 有同学叫他“爷

爷”或“伯伯”，他不干了：“我可是参加正

规高考考进来的， 是你们实打实的同学

啊！ 这么叫多别扭。 ”身旁一个小伙子灵机

一动：“叫你‘超哥’怎么样？ ”李文超乐了：

“这个好，就这么叫！ ”于是，此后

4

年里，他

每天都与一群比自己儿子还小的孩子们

称兄道弟。

在学习上，李文超更是不含糊。 他从

不翘课， 几乎每节课都要抢着坐在最前

面。 每逢周末，别人在休息，他却泡在图书

馆。 因为不住校，听完报告回到家时常常

已是深夜。 老师劝他免修体育，他不想搞

特殊，

1500

米照跑，铅球照推。 唯一让他感

觉吃力的是计算机和英语。 “英语基础不

好，高中时只学过一点点。 计算机理论课

没问题，但上机时手指不灵活。 ”不过，他

不服气，玩儿命学，成为同学们眼中的“疯

狂老头”。

2004

年

7

月， 李文超从贵州师大毕业

时，成绩已由原来的最后一名上升到了全

班第

19

名。

另类北漂

很多人觉得，大学毕业了 ，李文超就

会停止折腾，回家安享晚年。 李文超可不

这么想， 他觉得自己的求学之路刚刚开

始，想接着读硕士。 于是，他一边旁听贵州

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课程， 一边报名参

加研究生考试。

5

年中，他考了

5

次，最好的一

次考了

313

分，两门专业课都超过了分数线

20

多分，但因英语成绩太低没被录取。

不过，他自认在这

5

年里收获颇丰，学校

规定研究生的必修课有

10

门， 选修课有

2

门，

他一共旁听了

24

门。

2010

年，李文超又作了一个“异想天开”

的决定———进京“读博”。

他给北京多所高校的招生部门写信，希

望成为博士课程的旁听生。 大部分信都石沉

大海，清华大学的工作人员回复了他，劝说他

在贵州老家学习清华大学的远程课程。

李文超不喜欢那样的方式，“没有交流感、

对话感”。 与家人商量后， 他决定只身一人进

京，闯一闯传说中开放自由的清华、北大课堂。

登上北上的火车，挥手告别送行的妻子，

27

个小时之后，他抵达北京。从西客站赶往的

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清华， 他迫不及待地想看

一看这个让他憧憬多年的地方。之后，他手提

肩背地打听到了距清华不远处有一个

30

元一

晚的地下室，住下时已是深夜。

第二天一大早， 手持事先从就读清华的

同乡那里搞到的课程表， 他第一次踏进了清

华的课堂。让他沮丧的是，这门课的教授拒绝

了他， 希望他能到教务部门进行旁听生的正

式注册。 他只好走出教室，在门外站了很久。

第二次听课的经历让他备受鼓舞， 在清

华大学任教的当代著名哲学史家陈来见到班

里这名大龄旁听生时， 高兴地把他介绍给同

学们：“这位老人家精神不错， 这么大年纪还

来求学……”

很快， 李文超不仅熟悉了文史类课程集

中的教三、教六，清华园里的建筑他也能如数

家珍：“这是建筑学院，这是经管学院，这是科

技楼。 ”时而有人向他问路，他举着胳膊使劲

儿比划着：“一直走到底，左拐。”颇有些自豪。

这个学期，他计划旁听

10

门课程，包括中

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专题研究、微观经济学

等。因为媒体的报道，清华大学宣传部了解到

李文超的情况后，为他提供了不少帮助。对于

自己的求学生活，李文超感到陶醉且满足。

他的一些“北漂”朋友觉得这个老头的生

活太另类，忍不住问他：“你都这把年纪了，咋

还这么‘漂着’？ ”李文超说：“你们是来追梦

的，我也是。 ”

精神贵族

李文超租住的地下室只有

10

来平方米，

住

4

个人，不通风，散发着霉味。 不过，他对这

个租金

500

元一个月的睡铺没什么不满，“这

个价钱能住上这条件，算不错了”。 对于每个

月

500

元标准的伙食， 他更是很满意，“有时，

中午能吃上一碗红烧鱼”。

其实，他每个月有

2230

元的退休金，在贵

阳这样的城市安享晚年基本够用。 家庭也很

美满，两个儿子很懂事，妻子被他形容为善良

美丽。 这让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何苦来北

京“遭罪”？

“关键是，我不觉得这是遭罪。 ”李文超

说，退休后的这

10

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

10

年。

“和我差不多大的人，有的作古了，有的

得了老年痴呆。 ” 李文超说，“还有人每天遛

鸟、打麻将、吃了这顿想那顿，有啥意思！ ”

他说同龄人很难理解他的快乐：“读书是

一种生命的再创造。 仿佛从混沌愚昧到思想

受到启蒙，再绽放出智慧的光芒。 ”他自认人

生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他的同学们也对他难以理解。“我知道他

们怎么想， 觉得我这么老了， 学习还有什么

用！”李文超曾就此与同学展开过辩论：“谁说

学习的目的就一定是考公务员、进国企、给外

企打工？学习让我延缓衰老，知识的世界让我

感到无限宽广， 独立的思想让我享受公平与

自由。 谁能说我学习没有用？ ”

有人质疑李文超去大学旁听课程是对教

育资源的浪费， 他感到很是不平：“教室里有

那么多空位，许多学生逃课。 我不去学习，才

是浪费资源。 ”

还有人说他自私， 忘记了自己是一位父

亲、一位丈夫。而他则认为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的妻子徐长红是他心灵上的知音， 真正理解

他，并能够从他的身上获取力量。 徐长红说，

在李文超的带动下，她也越来越爱读书看报，

不仅后补了高中课程，

48

岁时还拿下了省党

校的经济管理学文凭。 两个儿子则说：“父亲

不是温水里的鱼，是长江里的鱼。 ”

对于他人的不解， 李文超还有着这样的

解读：“是因为没有透过现象去研究本质。 只

有了解了我的人生经历， 才能理解我现在的

生活状态是‘自然而然的存在’。 ”

李文超生于重庆丰都县的一座高山顶

上。他不断强调着父亲李明星、妈妈秦晓兰的

名字。 “这是我生命的起源，也是我学习的动

力。 ”虽然父母都是农民，但是“要读书、要良

心、要勤奋”的告诫伴随了李文超的成长。 似

乎是很自然的， 成绩好成为他从小的骄傲。

高考落榜后， 他做过代课教师、 铁路工人、

通讯员、 机关干部。 其间， 因有文化而产生

的自豪感一直伴随着他。 别人搓麻将、 打扑

克的时间， 他几乎都在读书， 那是他最能感

受到自我价值的世界。 此间， 他还戏剧性地

经历过 “十四死一生”： 大炼钢铁时腿不慎

被砸伤，差点截肢；得了致命的恶疾，竟靠自

己挺了过来；蹬着三轮车外出买冰箱，被一辆

车撞飞了……他说， 这让他对生死多了些参

悟和思考。

正是这样的经历， 让他觉得自己

59

岁之

后的选择是顺其自然的。在他看来，死过多少

回了，有一张能睡觉的床就很好，他珍惜的，

唯有精神世界的丰足。 “每次听课，周围的一

切似乎都消失了，我经历着思想的交锋，驰骋

在没有边际的思想世界。 ”

曾经和他一起上课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博

士后方鳞对他表示理解， 形容他是 “精神贵

族”。但更多人认为，误解他很容易，真正理解

他很难。

不过这个自认活得惬意的老头不太在

乎。 “学习是我的生存方式， 现在是， 以后

也会是。”

■

隍

本月瞩目

■

隍

表情

■

本报记者 俞水

■

王珺

他

59

岁高考，

64

岁读研，

68

岁只身赴京做 “博士旁听生”，

10

年间，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陶醉于知识世界的桃花源。

儒释道的合一

回应《方立天：

50

载佛学人生》

我一直认为 ， 每个人心中都有三种哲

学： 儒家的， 道家的， 佛家的。 读到方立天

先生以耄耋之龄 “将学术重心转向中国儒释

道三者关系的研究”， 我更坚定了这一看法。

方立天先生正是以自己 “务正学以言， 无曲

学以阿世” 之一生传奇将儒心、 道心、 佛心

这 “三心合一” 淋漓至尽地阐释开来。

“立身有道， 学有专长” 是先生的座右

铭。 佛心是慈悲之心，道心是豁达之心，儒心

是坚忍之心。 看似先生心皈佛学，然而，其

心之儒、之道，不能不令晚学叹服，佛通古

今，儒达人生，道释人心，学贯中西，道德

文章，治学如做人之高尚，做人如治学之

严谨。 让我们铭记先生的话：“治学要有正

确的立场，维护自己的人格，言论不能哗

众取宠，也不能故弄玄虚。 ”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洪劬颉

建设者的意义

回应 《谈方： 唤醒 “好人”》

作为一个公民 ， 谈方及他的同仁比

起还停留在网络谩骂阶段的民众 ， 是先行

者。

作为一名教师， 谈方为人们印证了这样

一种常识： 教书育人， 若紧紧封闭在小小的

教室里， 往往会使学生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

巨大距离。 谈方不仅一人支持 “正义”， 还

积极带着他的学生们投身公益， 其 “维护社

会道德” 的团队从几十人扩展到几千人， 这

本身就是对教育方式的一种新探索。

套用一句话： 多研究些实际问题， 少谈

些主义。

———中国传媒大学 邓文卿

缺憾中的完美

回应 《卫一欧： 虔善面对缺憾人生》

有人说，人生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

宽度和厚度。我想，卫一欧早逝的生命虽然充

满遗憾， 但她用生命的宽度和厚度诠释了一

位师者、一位学人、一位仁人的全部意义。

“每个角落， 每一秒， 都有奇妙的未知，

我们都面对命运。” 卫一欧告诉我们的， 正

是以何种态度来面对人生。 从某种意义上

说， 每个人都在追寻着缺憾人生中的完美。

———北京师范大学 祁雪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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