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锺书：
数学考了 15 分，还被破格录取

有关民国时期的“高考”，
被传诵最多的大概是与钱锺
书有关的故事。

1929 年，清华大学外语系
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
学只考了 15 分、 本应被退回
的考生却被破格录取，这个人
就是钱锺书。 为了突出戏剧
性，在另外的版本中，钱先生
的数学成绩被说成是 0 分。 他
自己后来回忆，“我数学考得不
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
此事， 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
召我至校长室谈话， 蒙他特准
而入学。 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
躬申谢。 ”钱锺书并没有说自己
数学考了多少分，但他英文、国
文是特优，确实是事实，而英文
还是满分。主管老师欲退不忍，
欲取不敢， 便报告了校长罗家
伦。 罗校长亲阅试卷后立即定
夺：此为奇才，破格录取。

拍板录取钱锺书的时候，

罗家伦一定想到了自己当年
考北大的经历。

1917 年，北京大学在上海
组织了一场自主录取考试。 当
时，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也
参与了阅卷工作，他负责国文
阅卷。 他看到一位叫罗家伦的
考生，作文写得非常棒，便给
了满分。 可后来得知，罗家伦
虽然国文很厉害，可数学却考
了零分，而且其余各科成绩也
并不出众。 怎么办呢？ 胡适在
招生会议上，力主“破格录取”
这位偏科严重的考生。 幸运的
是，主持招生会议的校长蔡元
培也支持胡适的建议， 最后，
力排众议将数学考了零分的
罗家伦招进北大。

事实证明，蔡元培和胡适
的决定是正确的。 罗家伦不但
成为“五四运动”的得力干将，
1928 年， 还以北伐少将的身
份，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改

组后的国立清华大学首位校
长；上世纪 30 年代，罗家伦还
做过南京中央大学（今天南京
大学的前身）的校长。

这样的“故事” 或许会让
人认为，破格录取是很随便的
事，其实并非如此。 民国时期，
由于其政局不稳，无法保持大
学的连续性， 而那时的大学，
也多处在“青春期”，录取工作
也难免随意。 1930 年，臧克家
在青岛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
中，数学考了零分，作文也仅仅
是三句诗歌，“人生永远追逐着
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
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就凭
这三句诗歌，文学院院长闻一
多将臧克家“破格录取”，中国
近现代文学史上，便多了一位
叱咤风云的诗人。 系主任这么

“任性”，这在现在是难以想象
的，或许可以作为当初招生制
度不规范的一个明证。

高考只是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门槛，放下压力，也许会考得更好———

名人的“ ”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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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高考在即，很多考生在给自己鼓劲，父母
也在为孩子们鼓劲。 其实，成功并不在于这一
次机会，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和新东方的创
始人俞敏洪都曾经历过两次落榜。 马云第一
次高考时的数学成绩是 1 分， 俞敏洪第一次
高考时的英语成绩是 33分。 他们都来自教育
条件并不好的地区，他们都历经人生的坎坷，
但他们都靠不变的信念及不懈的努力实现了
自己的目标……高考只是人生中一个小小的
门槛，放下压力，也许会考得更好。

马 云：
参加三次高考，数学曾仅得 1 分

新中国成立后， 高考制
度 ，1952 年实行 ，1965 年废
除，1977 年恢复。 这么多年
来， 高考的形式和内容经历
了各种各样的变革， 虽然目
前高考饱受非议， 但它仍是
一种相对公正、 公平的人才
选拔形式。

1982年，马云第一次参加
高考，数学成绩不好的他在填
报志愿时赫然写上了北京大
学。 他那年的高考成绩数学仅
为 1 分。 随后马云决定复读，
并在 19 岁的那一年再次走进
了高考的考场，这次他的数学
成绩为 19 分。 他依然没有放
弃，开始了边打工边复习的日
子。 就这样，在 20岁那年马云
第三次参加高考，数学成绩 79
分，总分数比本科线差 5 分的
他险些又一次落榜。 幸好校方
决定让几个英语成绩好的专

科生直升本科。 于是，马云才
得以本科生的身份踏进了杭
州师范。

马云第三次高考前，一直
失望于马云数学成绩的余老
师对马云说了一句话：“马云，
你的数学一塌糊涂，如果你能
考及格，我的‘余’字倒着写。 ”
直到高考数学的那天早上，马
云还在背 10 个基本的数学公
式。 考试时，马云就用这 10个
公式一个一个套。 从考场出
来，马云和同学对了数学题的
答案后，很自信地说：“这次肯
定能及格了!” 成绩单出来，他
的数学 79 分 (当时数学满分
120分)。

“我考大学时的理想是上
北大，但最后只上了杭州师范
大学外语系， 而且考了 3 年。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只要不放
弃终归可以成功。 ”马云说。

张充和：
“数学零分入北大”的背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
当时大学教育的日益成熟，在
招生方面就日益注重程序的
合理性和公平性， 事实上，在
上世纪 30 年代初北京大学就
已经作出规定， 单科考零分
的，禁止录取。 周有光、沈从文
的小姨子张充和被北大“破格
录取”，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流
传的故事是这样的：1933 年，
沈从文与三姐兆和在北京结
婚，张充和去参加婚礼，随后
就一直居京。家里人劝她考大
学，她也想不妨一试，于是就
到北大旁听。 当时北大入学
考试要考国文、史地、数学和

英文， 充和见到数学就头大，
她在 16 岁前根本就不知道什
么叫几何、 代数。 她干脆放
弃，把复习的精力全用在其他
三科上。 第二年临考的那天，
家人为她备好圆规、三角尺等
作图工具。 她说“没用”，因为
她连题目都看不懂。数学当然
得了零分。但她的国文考了满
分，尤其是作文《我的中学生
活》写得文采飞扬，受到阅卷
老师的激赏。 试务委员会资
深评委胡适希望录取这名优
异生。 然录取规则明文规定，
凡有一科为零分者不 予录
取。 试务委员会向阅数学卷

老师施压 ，希望“网开一面 ”
给几分。 那阅卷先生软硬不
吃，复判后，仍给零分。 试务
委员会爱才心切，不得已“破
格录取”了她。

长期以来， 人们放大了各
种“零分考入北大清华”的故
事，为偏科的怪才寻找进入高
等学府的理由，但是，任何意
义上的高考，都是一种选拔性
考试，客观、公平是这种考试
的核心，成熟的招生必须尽可
能破除人为的因素，即使像西
南联大这样在战乱中临时拼
凑起来的大学，考试和招生也
是非常严格的。

俞敏洪：
留学教父英语曾考 33 分

俞敏洪从小学到中学一
直成绩不好， 高考考了三年，
他从来没着急过，因为急也没
有用，只能慢慢来，最后他考
上了北京大学。

复习 10 个月左右， 俞敏
洪第一次参加高考，英语只考
了 33 分。 隔年经过努力也只
考了 55 分，再次落榜。俞敏洪
的第三次高考， 英语仅用了
40 分钟却取得了 95 分的好
成绩，总分 387 分。 在老师的
鼓励下他填报了北大，虽然语
文成绩不及格但还是很意外
地被录取了。

俞洪敏曾在微博中提到：
“高考并不是奋斗的终点，不

管成绩如何、 读什么大学，都
不是决定个人成败的关键。决
定个人成败的是伴随一生的
胸怀、精神和勇气；人生不是
百米赛跑，而是一场无穷无尽
的马拉松。”俞敏洪 1985 年从
北京大学毕业，留校担任北京
大学外语系教师。 1991 年 9
月，俞敏洪从北大辞职，进入
民办教育领域， 从最初的几
十个学生开始了新东方的创
业过程。 俞敏洪一直强调要
过有意义的人生：“一辈子能
不能走出精彩， 大学为你奠
定了基础， 但不能决定你的
一生。 ”①3
综合《今晚报》《中国企业家》

俞敏洪(漫画)

马 云(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