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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汪静赫

6 月高考，全国瞩目。这场中国

式大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当

然，其中也包括中国企业家。

高考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曾

经走进考场的企业家也走过了各自

的人生交叉口。他们经历的高考故

事里，既有致青春的小往昔，也有浪

淘沙的大时代。他们回味的高考往

事中，既有启蒙阶段的中国梦，也有

最初时期的奋斗志。

人生大考第一站

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高考就

是人生大考的第一站。

在贝恩投资董事总经理竺稼看

来，高考开动了他的人生发条。故事

的开头，竺稼是个神奇的少年。1977

年，这个 15 岁的郑州中学生做了一

件震动中国的事。

1977 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年，在

录取率不到 2％的形势下，竺稼考上

了西安外语学院，而当他兴冲冲地

去报到时，却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

次“毁约”———因政审不合格，校方

不予录取。因为竺稼年龄很小，校方

还派了两人送他回家。

然而，几乎所有人都低估了这

个孩子的能量。

那个年代，因家庭出身被剥夺

入学资格的高考考生不在少数，竺

稼不是唯一的一个。但他没有选择

安然接受，而是要与这司空见惯的

不公正做一次特立独行的反抗。竺

稼写了一封申诉信寄给《人民日

报》。《人民日报》把他的来信登了出

来并配发评论。此后，又以竺稼的事

例为由头接连发表一系列评论文

章，强调“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

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政审的坚冰自那时起开始融

化，至 1978 年，高考彻底取消了政

审门槛。同年，竺稼被郑州大学外语

系破格录取。

大时代的背景下，改革旧制绝

非一人之力。15岁的竺稼不是改变

时代的那个人，但他却以坚毅和抗

争，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影响了其

他人。

如同竺稼以坚毅姿态走过人生

大考第一站的昔日高考生，最具代

表性的当然就是和他一样随恢复高

考制度走向命运转折的企业家。

对于大多数从知青岁月走来的

考生来说，开放的高考考场给了他

们一种与众不同的希望之光———海

南知青黄宏生感觉“当所有的门都

关闭的时候，突然又开启了一扇

窗”；已在山上放了几年羊的梁伟终

于可以下山追逐无线电梦想 ；被村

民称为“大个子小黄”的黄怒波欣喜

若狂地得到了宁夏唯一一个北大录

取名额……

在许多描写恢复高考的影视剧

中，那段时代记忆被赋予了命运沉

浮的戏剧性和厚重感，此种气质在

经历三次高考的俞敏洪和马云身上

也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马云的高考之路，看上去比许

多人都要漫长。1982年，他第一次高

考，北京大学的高考志愿和只有 1

分的数学成绩几乎使他成为一个笑

话。第二年再次高考，数学 19分。第

三次高考，数学考了 79分。

与马云同样经历三次高考的俞

敏洪，也有一段高考“辛酸史”。马

云是“数学三部曲”，俞敏洪则是

“英语三部曲”。第一次高考，俞敏

洪英语只考了 33分，而在第三次高

考时，他只用 40 分钟交卷，却考了

95分。

马云和俞敏洪的高考往事，如

今常被当做勉励学子的经典故事。

当年的“三考”青年、现在的商界大

佬———这是公众谈资热衷的人生对

比，也是两位坚毅企业家亲身经历

的时过境迁。

奋斗从那时开始

当陈伟荣穿着露出脚趾的解放

鞋走进高考考场时，他未曾想到自

己会在后来的中国家电业占据一席

之地———另外几位巨头人物也大多

是他的大学同学。

1978年的华南理工大学，无线

电专业的新生中包括这四个名字：

黄宏生、陈伟荣、梁伟、李东生。高考

之前，他们都是普通知青。在得来不

易的大学时光里，他们的字典里只

有刻苦学习这件事。直到今天，黄宏

生、李东生、陈伟荣仍有个著名的外

号：“华南理工三剑客”。

与年龄相对较大的知青考生相

比，张亚勤则是一个“天才少年”，因

为他参加高考时只有 12岁。1978年

5月，距离高考还有两个月，张亚勤

因复习劳累过度突发急性肝炎，母

亲劝他迟一年再考。张亚勤平生第

一次反抗母亲：“不行，不考就等于

彻底失败，一定要考”。后来，张亚勤

成为中国科技大学首届少年班学

生，这个 12 岁少年的故事频频见

报、传遍全国。

马云的第三次高考令他终于打

破了数学的“魔咒”，由于他考上的

杭州师范英语系本科没有招满，校

方决定让几个英语成绩好的专科生

直升本科———马云便在其中。对于

经历了三年高考煎熬的马云来说，

此刻到达了“否极泰来”的最顶点。

值得玩味的是，后来的创业与他的

“英语好”不无关系。

与数学差生马云相比，安徽怀

远青年史玉柱在 1980 年以数学差

一分就满分的好成绩成为全县高考

状元。然而在进入浙江大学数学系

一个学期后，史玉柱就放弃了数学

家的理想。因为他发现数学比想象

的难，而且“比他聪明的人那么多”。

在那段“理想破灭”的日子里，史玉

柱每天用长跑来磨炼意志，这种执

拗坚持的精神，在他后来著名的创

业故事中表现更甚。

马化腾的大学时光，犹如创业

学前班，因为他学的就是计算机。虽

然他就读的深圳大学当时平平无

名，但地处特区的优势，让马化腾收

获独特的养分。受学校风气的影响，

马化腾的实用主义理念在校园就已

养成。用抄代码来培养感觉的马化

腾不是学习最棒技术最强的那一

个，但他已学会找到比较互补的一

些伙伴做成一些事情。此种风格被

看做是后来成功带领创业团队的初

次演习。

当 15 岁的竺稼以一封申诉信

争取自己的大学，就注定了这种奋

斗精神将在他后来人生路上屡次重

演。1988 年，在美留学的竺稼放弃

了即将到手的文学博士文凭，不惜

从硕士开始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及

至 1995年，已为著名律师的竺稼又

“意外”走进了摩根士丹利的纽约总

部。

从高考少年到法学博士再到投

资银行家，竺稼的人生路看似意外

重重，实则志在必得。在竺稼看来，

高考掀开了奋斗人生的第一页。“高

考给了我人生很大的影响，使我认

识到，世界上的事情，只要你不放

弃，就不会有过不去的坎儿。”竺稼

如是说。

在竺稼和其他一些企业家的记

忆中，高考往事是一张永远清晰的

备忘录———奋斗，就从那时开始。

高考影响

了一代代中国
人，曾经走进考

场的企业家也走

过了各自的人生
交叉口。在他们

的记忆中，高考

往事是一张永远

清晰的备忘录。

商界“辍学生”
本报记者 汪静赫

大学并非独木桥，也从来不是乌托邦。就在许多人经由高考

改变命运的同时，也有一些人走出象牙塔，走向不同的人生选

择。

从比尔·盖茨到戴尔，从乔布斯到扎克伯格，商界著名“辍学

生”不在少数。观之中国，也有一些“辍学生”为创业勇往直前。

时至今日，李想放弃高考的故事已经成为中国青年企业家

的一个经典传奇。

1999 年，当 18 岁的李想决定放弃高考去创业，老师连劝都

没劝就同意了，因为“差生”李想的退出“有利于提高学校升学

率”。6年后的 2005年，当昔日高中同学刚刚大学毕业，李想身家

已经过亿。

像李想这样放弃学业的商界“辍学生”还包括被称为“国内

云电脑第一人”的谈天霆。

在一份关于谈天霆的简历里，人们很容易注意到这样的描

述：“2012年提出国内首个云电脑服务概念、中国最早接触虚拟

化技术、云计算的资深人士之一”。

2004年，只有 15岁的初二学生谈天霆做出一个“逆反”决

定：辍学。

此时，家长给予了谈天霆最大的支持，父亲卖了一套房给他

当创业资金。签完休学协议，谈天霆立马拿着父亲的身份证，去

工商局注册了一家网络公司。创业半年，谈天霆做成 20多笔业

务，还雇了 5名大学生做助手。

一年期限已至，谈天霆非但没有失败，而且业务蒸蒸日上，

他终于可以“完全辍学”，尽情投入创业了。

2012年，谈天霆带领团队研发出国内第一台云电脑。此时

离他辍学创业已过去七年。如果按常规就学路径，此时的谈天霆

顶多刚刚大学毕业。2004年的那个决定，为谈天霆打造了一个

不一样的七年。

与谈天霆相比，生于 1981 年的陈曦也曾是个“逆反”少年。

14岁考入天津大学少年班的陈曦曾被公认为“未来的学者、科

学家”，但他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退学创业。

至 2005年，陈曦创办的科技公司手机游戏的用户处于行业

前三名。

遵循“创业要趁早”的“辍学生”还有被称为中国“小盖茨”的

山东青年徐瑞明。2003年，徐瑞明考进一家艺术类本科院校，没

几天就选择了退学，他的理由是“不想再重复一样的生活”。徐瑞

明 19岁时，其公司在美国 OCTBB板块成功上市。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生于 1992年的季逸超。这个高中时期就

开发出猛犸浏览器的天才少年，如今已经成为风投的“红人”，而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长期休学生。显然，他也

是一个商界“辍学生”。

乔布斯有一句经典名言：“从大学里退学是我这一生做出的

最为明智的一个选择,因为它逼迫我学会了创新。”———这句话

对于任何一位商界辍学生都非常适用，因为告别校园并不是告

别学习。

事实上，虽然商界“辍学生”们总是果断告别校园，但他们许

多人从未否认学习的重要性。

毅然退学的徐瑞明从不认为读书无用。从创业以来，他一直

不断地学习，“遇到不会的就去看专业书去好好学”。在他看来

“学习的目标是有用，而不是为了拿一张文凭”。

陈曦始终认为“你是否在学习，跟上不上大学没关系”。从

1997年第一次退学创业后的数年间，陈曦经历了四次创业和三

次重回校园，遭受了从身价千万到只有 50 元的人生变故，但在

他看来，所有的挫败都是财富。“今天我选择一件事会非常专注、

有耐心，尽管周围的人都不相信我，我还是会坚持。”

这样的“学习”经历，显然给予了陈曦完全有别于课堂的收

获。

辍学创业，不仅仅是创造财富。作为企业家的角色定位，已

经渐渐融入年轻创业者的人生脉搏。19 岁创业、靠区域互联网

起家的舒义在几年前就曾豪言：“我赌的是移动互联网的 10 年

发展，成为像马化腾那样的商业领袖。”陈曦的理想显然也不只

是挣钱：“我希望能成为对社会、对别人有贡献，有价值的人，希

望自己能为更多人承担责任，而企业家是个不错的角色，我想用

商道改变社会。”

和许多为了考试放弃爱好的学子相比，从网游少年到中国

IT界传奇人物的谈天霆看上去“很幸运、很幸福”。作为一种回

报，自 2005年开始，谈天霆在母校设立奖学金，奖励有特长的学

生，“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大学并非创业必经之所，创业也是一种学习。商界“辍学生”

在走出象牙塔的同时，也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更难走但愈有味的

人生路———对于他们来说，创业是一座不一样的“校园”。

王利博制图

走过人生交叉口：
企业家的高考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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