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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祥瑞
恩师鞭策让我的命运拐了个弯

40年前也即1977年， 俺已是河北
栾城小县北边一个乡村干了将近5个年
头的粉笔匠———民办老师。 秋季开学
后， 碰到了当时已调到县中学的俺的
中学老师韩代华。 他是代字辈的， 本
家， 论辈分该叫他爷爷， 瘦瘦的铁青
的脸上总是骨碌着两个大眼珠子， 都
是常年胃病毁的相。 说实话， 这眼珠
子一直让俺敬畏。 他见到俺劈头便问，
你准备参加今年的高考了吗？

什么？ 高考？ 什么高考？ 尽管城
里头吵吵得满城风雨， 可在俺这穷乡
偏壤 ， 就像一块石头扔进干河沟里 ，
没水花， 也没多大声响， 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种群， 没人关心这个。 那时的
社会环境 、 教育水平以及人们的心
气 ， 如果有谁觉得高考是道大餐， 能
掉馅饼， 那一定是搭错了筋， 做错了
梦。 所以， 面对老师的追问， 还有那
眼神， 俺喃喃道， 就咱这水平， 别指
望， 肯定没戏。 “不试咋知道， 赶紧
复习， 还有俩月就考了， 有人都开始
复习了， 别耽误！” 切， 那语气， 没
商量余地。

这是俺最尊敬也最害怕的老师 ，
他课堂上的严厉令俺从不敢造次。 说
实话 ， 尽管俺没有底气 ， 不抱期望 ，
可又不敢违逆， 毕竟那是一份浓浓的
师爱， 于是开始有一搭没一搭不怎么
着调的 “复习”， 从某种意义上， 其实
是搪塞 。 文革时期农村那教育水平 ，
加上学制缩短， 连蹦带跳， 只读了8年
书， 在俺不满16周岁也即1972年2月，
居然高中毕业了， 这么点底儿料， 还
指望熬一锅香汤？

于是， 俺只找数学老师补习了几
次， 也就一元二元方程那点水平， 翻
了一点史料， 其他的该干嘛干嘛， 时
政在关心， 语文是本职。 嗨， 没想到，
仨月后高考， 竟然考中了， 成为本县
唯一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还
是第一志愿被录取， 祖坟真是冒青烟
儿了。 那时分数不公开， 据消息人士
称， 数学得了40多分， 还好， 没交白
卷但垫了分值， 四门功课平均70多分。
后据了解， 嚯，1977年全国参加高考人
数570万人， 录取人数为27.3万， 29∶1，
其中就有俺， 真幸运。 事后想来， 除
了该感谢高考政策， 最该感恩的， 便

是韩老师。 他是贵人， 是伯乐。 遵照
他的引导， 俺的命运在1977年21岁时，
拐了一个弯。

写到这， 觉得临高考的经历也很
值得一书， 看看现在学子高考时的前
呼后拥， 热心满城， 与当年真是别在
霄壤。 1977年恢复高考， 全国考生参
加考试时已是冬天， 刚过二十四节的
大雪节气， 天寒地冻， 滴水成冰。 没
有车迎， 没人相送， 考试头一天即12
月14 日下午， 俺们三位 “同事考生”
便来到了考场———栾城县一中。 那是
县城如雷贯耳的名校。 为方便俺复习、
休息， 还是那位韩恩师， 把他宿舍的
钥匙塞给俺。

韩老师的宿舍是一间简陋的平房，
因为学校放假， 老师将自己的铺盖卷
驮回了家， 屋子里只有一张铺着草垫
子的木板床， 用来取暖的燃煤炉也自
然是灭的， 一支10瓦的电灯泡发着浊
光， 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天， 称得上是
黑屋冷炕。

孤灯昏黄， 校园黑樾樾阴森森的，
屋里则拔凉拔凉的。 两位公子哥同事
有亲可投， 只撇下孤零零的俺。 无处
可去， 又不愿给人添麻烦。 虽然离家
只有20多里地， 但穷得都没个脚蹬的
交通工具， 只能孤独苟且， 三十七计，
忍为上。

那晚冷极了， 遍寻里外， 没有煤
也没有柴， 穿得也薄， 也就夹衣夹裤，
既没棉也没绒， 仗着年轻， 就那么挺
着。 当然， 坐是坐不住的， 只好站着，
晃着。 好不容易熬到后半夜， 又冷又
困， 实在熬不住了， 就将床上的草垫
子裹在身上 ， 还是寒冷透骨 。 后来 ，
索性在屋里蹦着、 跳着， 抱着肩， 呵
着手， 跟着腿脚一直在晃的还有脑子
里的试题。 那夜无比的漫长， 无比的
寒冷， 想想真是匪夷所思， 居然扛了
过来。 人们都说生命在于运动。 那晚
的体会让俺痛彻， 面对严寒， 生命必
须运动。

或许是那晚的冷遇激励了俺， 当
然也是太幸运， 那年， 俺们这个小县
考生不少， 但最后被录取的， 除了俩
下乡知青， 只有俺一个本地人。 俺想，
这可能诠释了那句话： 梅花香自苦寒
来吧。

陈旭是隆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 也是中国恢复律师制度后第一批
专职律师。 从1983年3月开始从事律师
工作， 到现在陈旭收获了北京市法制
宣传形象大使、 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
和谐之星、 北京市十佳婚姻家庭法专
业律师、 北京市十佳房地产律师以及
2011—2015年全国法制宣传教育模范
个人等荣誉称号 。 谈到今天的成绩 ，
陈旭说：“我要感谢恢复高考， 给了我
一个进大学学习的机会； 还要感谢我
母亲， 是她让我坚定地选择了法律。”

1977年3月， 作为一名中国科学院
子弟， 陈旭来到北京郊区昌平农村下
乡插队。 “听到高考的消息， 刚开始
我并没打算报名， 认为那是与自己毫
不相干的事情； 但是后来看到好多平
时学习不如自己的同学都在准备高考，
于是我也报名了。” 就这样， 年少气盛
的陈旭参加了1977年那场在寒冬腊月
举行的高考。

陈旭说， 其实当年这次考试自己
是抱着 “打酱油” 的心态参加的， 因
为他前后复习的时间也就十几天的功
夫， 再加上没有考试教材， 更没有辅
导班， 全靠之前的基础。 然而出乎他
意料之外的是， 他竟然考过了录取分
数线。 第一次高考陈旭超过录取分数
线25分， 但是没有达到所报考的北京
大学法律系的分数线， 而是被调剂到
了另外一所学校。 由于不是自己喜欢
的法律专业， 陈旭没有去学校报到。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1978年再次
招生的时候， 陈旭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第一次考试全当练手， 第二次就好好
准备了。” 陈旭说。 考前两个月， 陈旭
就回家专心复习了。 “回家准备复习
也很苦， 当时我们全家人都挤在一间
小房子里。 我每天是夜里复习， 可谓
是 ‘昼伏夜出’。 文科还比较好， 像历
史、 政治、 地理， 死记硬背就行。 语
文的话靠平时的功底， 数学自学也没
有用。 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数学考了47
分， 第二年的数学相对难了， 只考了
20分， 幸好其他文科科目的成绩还相
当不错 ， 否则 ， 大学就与我无缘了 。
记得我们班同学中情况最差的， 数学
只考了9分。 后来听一些访谈， 有些大
学教授自己爆料， 当年的数学成绩就

是十几分。” 陈旭笑着说。
考试完了之后， 陈旭回到了昌平

农村继续劳动。 “一回去， 老乡见了
都说， ‘哟， 白了。’ 当时村里对我的
劳动态度和劳动能力还是很欣赏的。”
插队的时候， 有一件事儿让陈旭印象
特别深刻。 1977年夏收时， 收麦子的
时候需要扬场， 陈旭连续干了23个小
时零20分钟， 后来睡了40分钟， 又起
来继续干第二天的活。 “得亏那时候
年轻。 平时干十几个小时那是经常的，
因为夏天需要抢收、 抢种。”

经过再次努力， 陈旭最终如愿以
偿 ， 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 （二分校 ）
法律系。 而为什么会选择法律这个专
业， 则取决于陈旭母亲的建议。 陈旭
的母亲是解放前的高中生， 从小就梦
想着能当法官、 律师。 “当年母亲报
考华东政法学院时， 国家的招生政策
发生了很大变化， 只招收工农干部学
员 ， 而不再从应届高中生招收新生 ，
以致她未能实现自己的法官梦。 1977
年恢复高考后， 我准备考大学， 母亲
就建议我报考法律系。 事实证明， 这
也是我喜欢的专业。”

进入大学后， 家境贫困的陈旭还
享受到了国家的助学金。 “不交学费
不说， 政府还给我们钱， 到了冬天还
有冬装补助， 我就是靠着助学金过来
的。” 说起大学的经历， 陈旭很感恩。

那时候 ， 陈旭拿的助学金最高 ，
每月22块钱， 一个月如果只吃普通的
饭还能有节余。 陈旭还积极参加勤工
俭学， 比如帮学校修操场， 夏天帮学
校刷游泳池……一个暑假下来， 陈旭
能挣几十块钱 。 陈旭还是业余运动
员———人民大学田径队的队员。每天放
学之后， 训练两三个小时， 训练补助3
毛钱。 如果是比赛期间， 补助会更多。
陈旭是跑中长跑的， 曾经取得过北京
高校比赛前三名的好成绩。 “田径训练
锻炼了我的意志品质， 很辛苦， 看你
能不能坚持下来。 记得训练期间， 我
心跳最快的时候是210下， 最后跑得屁
股都抽搐（肌肉痉挛）。 ”陈旭说，“今年
我已经58岁了， 身体方面还有精神面
貌都还行， 都跟那时有关。 我觉得我
是比较幸运的， 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
好时候。”

陈旭
隆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律师

□本报记者 杨琳琳
高考让我圆了母亲的梦
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法律系1977年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