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婚恋题材的小学女生
2008年秋天， 浙江一家都市报开始时不

时接到一个小学六年级女生的电话。“她老告
诉我们自己写了一篇小说。 ”当年的采编人员
赵小斌记忆犹新。 不过， 当赵小斌看到小说
时，确实多少有些意外。 小说名为《星路》，全
文 7 万字，书中的女主角一路读书、成年、成
为明星，但在杨玲玲的设计里，她又遭遇潜规
则，最终黯然死去。 这个“乳臭未干”的少女，
写生死、写商战、写婚变，甚至叩问成人世界：
“面临离婚时，婚姻不再是避风港。 此时，岁月
只给了你两个选择，一是坚毅地退出，二是无
谓的继续。 你选择哪个？ ”

小学生写婚恋题材？ 一夜成名无疑突然。
她疯狂写作，有时甚至写到夜里两三点，并一
度贫血。 母亲周国英起初并不知道这些，她反
复叮嘱女儿，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以后要找个
正常的工作，至少得读个本科。

平静显然被打破了， 尤其是央视到来之
后，热闹飙至顶点。 从未谋面的干部来了，亲
友之间相互打听着，央视采访当地媒体“如何
发现杨玲玲的”，当地媒体也采访央视“为何
过来采访”。 当地网络论坛开始连载《星路》，
那是杨玲玲有时放弃学习时间， 跑到亲戚家
逐字敲打的。

“女儿走上了邪路”
初中生杨玲玲的文学讲座都办进大学了，

但在父亲杨建明心里，“女儿走上了邪路”。 即
使是公开场合， 这个 48岁的乡村修理工也不
留情面。 在一次电视节目上，主持人问他怎么
看女儿写作，他直言“很气愤”，一脸阴沉。

思想传统的杨建明说：“写作是‘零食’，
学习才是‘主食’。 ”他本不乐意上此节目，只
是编导“杀”到他家取景，软磨硬泡说“不去就
白拍了”，他才就范。 这让杨玲玲至今懊恼，在
她看来，这本应是一期介绍“天才少女”的节
目，却拍成了“家庭矛盾调解”，她甚至在现场
顶撞父亲称要退学，专门写作。

杨建明坦言，女儿并不冒尖，媒体仅是
猎奇“小小年纪写成人题材”而已。 的确，
杨玲玲的成绩在中游徘徊，在这里，她没有
光环。

“我不如韩寒那样叛逆。 ”杨玲玲发现，自
己难以在搏杀中胜出， 直至一则新闻让她看
到另一片战场：从 2010 年起，四川某“985”高
校开招“双特生”，即 3 个方面的“奇才、偏才
和怪才”———“在某一学科领域有特殊兴趣、
爱好和特殊专长、潜质的，在某一学科领域开
始崭露头角或已取得一定成绩的， 对一些冷
僻、 人才稀缺的学科领域有一定程度深入了
解、有一定独到见解的”。

文学使她坚信自己未来可突破分数限
制，跻身大学名校。 在孤独的中学里，这被她
视为出路。

凭文学求“破格”
这个“偏才”开始发起破格战役。 中考前

数月，她找到了桐乡市教育局，希望能给“文
学偏才”新的升学通道。 在许多人看来，这简
直是“天方夜谭”，而杨玲玲直到高中开学之
后还在坚持着———那时， 她已考上某职业高
中文秘专业。

她确实颠覆了不少人对初中生的印象。

一些教师惊讶地发现了她的入学方式， 在他
们眼里，这不是“破格”而是“出格”，这似乎也
解释了她为何不断策划着“教育改革”———语
文老师联名推荐制， 授权语文老师筛选有文
学特长的初中应届生，报至当地文联，再由初
中向高中推荐特招。

杨玲玲依旧“走红”。 高一下学期，她现身
东方卫视，即使她的婚恋小说已完工 4 年多，
这仍是媒体关注的由头。 节目里， 杨玲玲短
发、淡妆，火药味十足，自问“我到底为什么活
着，是为了自己，为了成绩，还是为了别人”，
彼时，她的高中首次期末考试仅语文、政治及
格。

退学写作再次成为杨玲玲的宣言， 她的
目标是，出版一本书，斩获“硬件”，以此敲开
四川某“985”高校的“双特生”项目之门。 两个
月后， 杨玲玲在中国戏剧出版社自费出版了
诗集《树叶与漂流》，花了两万元，印数 2000
册。

“小学写婚恋小说”的旧事一路谈到了北
京电视台。 那时她已是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
的两门及格科目又少了一门政治。 她不提退
学，改称“低头于高考”，“因为我更希望这个
体制能考虑到这个群体（指‘文学偏才’）”。

推荐信“布局”
幸运之神没再眷顾杨玲玲。 她最终未跻

身“破格读本科”的极少数。
不过，她的手机通讯录如今犹如小型“专

家库”，浙江作家、政府官员、大学教师、媒体
记者。号码大多是她为争取“破格”而找的。在
她的“破格”布局里，这些人士无疑是利器之

一。 四川某“985”高校的“双特生”报名需填写
个人陈述、专家推荐等。 杨玲玲找到了时任桐
乡市文联主席王士杰。 很快，桐乡市文联作为

“社会团体推荐”，出现在其“双特生”报名表
上。 杨玲玲称自己最终拿到了 10 封推荐信，
按平常，只要一封就行了。

这个一路受热捧的“少女作家” 自信满
满。 但“意外”发生了，她在首轮初审即败北。
此时已是 2016年，她二度高考。

推荐信依旧是她试图挽回败局的武器，
但这一切都不奏效。 一直被她视为救命稻草
的大学，此后成为她质疑的对象。 在她看来，
自己写了数十万字小说、出版过诗集、获得好
些征文奖项、手握诸多专家推荐信，不可能连
初审都没通过。

2016 年 11 月， 她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
议，目前未收到结果。 在那前后，她在网上筹
款，准备起诉这所高校。

“这么小的年纪想和学校打官司？ 又没有
经济纠纷，头脑发热！ 我要是给钱了，就是助
纣为虐，让事情越搞越大！ ”父亲杨建明嫌女
儿不争气。 父母不再参加她的节目，一些支持
者也开始动摇。

杨玲玲觉得自己回不去了。 迷茫之下，
她试图去曾经就读的中学，寻找这场“破格”
战争的见证者。 那天，寒风凛冽，她拨打了校
领导电话，但对方说在外办事，下周才有时
间；她致电另一名老师，对方称自己不在学
校……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何欣禹、卢义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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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尝试玩各种新鲜事物
浙大建筑系五年级学生胡一捷是义乌

人，今年 23 岁。 刚从北京回来的他正忙着申
请美国高校，小伙子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嘻
哈风格的衣服，非常有活力。 胡一捷大学期间
经历非常丰富———大二暑假， 在德国一个飞
行俱乐部学开飞机；大二寒假，在东马来西亚
诗巴丹学习潜水。“我喜欢尝试各种新鲜事
物，我在德国的飞行俱乐部学了 9 天，学的是
驾驶轻型飞机，先学飞行理论知识，接着是实
际操作。 等我去美国留学之后，打算抽时间去
考飞行员执照。 ”

“大二我学习潜水，下潜到了 25 米左右，
还学习了水下急救， 比如怎样把自己的氧气
管子接给别人。 18 米以下的大海，一片黑暗，
要靠电筒照明，非常刺激。 ”

胡一捷学过 14 年国画书法， 爱好摄影。
大二，他成立了一个校拍时尚媒体，叫“zju 校
拍”，在平台上记录校园里的人和事，推广校
园时尚，分享美好和感动。 目前，这个平台总
的浏览量突破了 100 万， 受到很多网络公司
的关注。

大二， 胡一捷还参与创立了一个服装潮
牌“OMC”，参与衣服的设计、品牌包装以及
线下销售，卖出了几百件衣服。

大三，胡一捷代表浙大参加江苏卫视《职
来职往》，获得了北京住总集团有限公司建筑
设计师录用通知书，月薪 8000元。

他还是浙大 120 周年校庆特稿中心学

生负责人、第六届浙大“十佳大学生”候选
人……

晚 10 点睡觉凌晨 3 点学习
胡一捷的学习成绩， 也让很多同学赞叹

不已。
“我其实不算学霸，从高中到大学，还是

受了不少挫折， 原来我在初中时成绩也是不
错的，但到了高中竟然这么差，当时感觉有点
自卑。 我要向父母和周围人证明自己，所以一
直在努力学习。 到了大学，我最大感受是刻苦
和自律给我带来很多快乐。 自己也一直刻苦
努力，非常自律。 ”

对网上热传的作息时间表， 胡一捷有几
分得意：“这样的作息表，我有 40 多张。 以前
有清华大学双胞胎女学霸的新闻，我看了后，
记下来她们的作息表，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到，
就照样做了一份，并且坚持实行了 1 个月，还
是很有效果的。 ”

“作息表，主要是我大一时每周为自己制
定的，坚持了 1 年。 大一时有一个月，我又要
考托福，又要为转专业备考，我给自己定的学
习计划是晚上 10 点睡觉， 凌晨 3 点起来学
习。 刚开始，我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辛苦

是一方面，还要拒绝各种诱惑。 坚持一段时间
后，我慢慢适应过来，学习效果很好。 在我的
带动下，寝室同学也都 10 点睡觉，早上很早
起来学习了。 ”

有舍必有得，争分夺秒的一学期，胡一捷
最终的绩点是 4.42（国内大学评估学习成绩
的一种方法， 满分是 5 分）， 托福也考了 90
分。 在大一他还顺利考进了浙大最优秀学生
聚集的竺可桢学院， 也顺利转学到了他喜欢
的建筑设计专业，完成了逆袭。

胡一捷说：“我非常享受这种精确到分的
时间表， 喜欢那种高度自律下高效学习生活
的感觉。 这两天为了申请国外高校，我也是天
天早上 3 点起来就学习， 早上 3 点起来做事
情，效率非常高。 ”

“刻苦和自律给我带来快乐”
“刻苦、自律，这是我的个人选择。 虽然家

里条件还不错，父母也很开明，但我觉得，我
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再接再厉， 而不是安于现
状。 ”胡一捷说，“我见过的优秀的人才很多，
更清楚自己的一些成绩是微不足道的， 更不
要说我先天条件也不是最好的。 这样的压力，
要转化成前进动力，因此我更要自律、刻苦。 ”

胡一捷认为，自律其实会带来快乐。 因
为自律是最简单但又是最难的事情。 如果每
天都能早起，那么每天就都会有成就感。 这
种成就感虽然小，但是可以积累，就跟天天
去健身一样。 即便你今天什么都没做，也不
会觉得碌碌无为，至少早起了。 自律其实可
以让人更快乐，而快乐不正是每个人一直去
寻找的东西吗？

胡一捷正在申请国外名校的建筑学专
业。 他对建筑学有很清晰的思考。“建筑综合
了理科、人文以及艺术，同时又汇集着哲学、
逻辑以及社会学。 建筑，由于其学科本身复杂
宏大的特性，在学习的过程中，能给我自身价
值观、思维方式的形成带来极大的帮助。 建筑
关乎于历史与未来，关乎于人类与土地，建筑
蕴含的这种集大成的世界， 让我决心用一生
在其中探索，乐此不疲。 ” 胡一捷说。

（来源：《都市快报》 胡信昌/文》）

求“破格”之路

大学 “少女作家”杨玲玲的
读六年级时完成 7 万字的婚恋小说，她坚信凭“文学偏才”可跻身大学名校———

胡 一 捷 在 驾 驶 轻 型 飞 机

开飞机玩潜水还自创潮牌

浙大“男神学霸”的精密作息时间表
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竺可桢学院一位男生，一份密密麻麻的学习生活作息表，这段时间震惊了很多

人。 作息表的安排，从每天早上 6点开始，一直到晚上 12点半，一周每个时段的学习内容都精确到几点几分，
学习状态可以说是争分夺秒。 网上很多学生爆料，“这是我们的学霸胡一捷，在浙大堪称神一样的存在。 男神
的成绩好还不算什么事，关键还很会玩，开飞机，玩潜水，自创潮牌服装，颜值高又时尚……”

� 杨玲玲是谁？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名字有些陌生。但如果回到 2009 年的浙江桐乡，
你将见证这个彼时 13 岁的初一女生“一夜成名”：媒体惊讶她“六年级完成 7 万字婚恋小
说”，赞她可能是“下一个张爱玲”，中央电视台也闻讯赶来。 在她所在的桐乡二中一些教
师看来，杨玲玲喜欢“表现”：主动把文章给教师“提提意见”，曾想在学校办专场讲座，甚
至高一就希望破格当文学社社长。事实上，“破格”正是杨玲玲杀入这所高中的“秘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