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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有雨有风成长路，亦甜亦苦杭高人。 从今更笃凌云志，冰鉴历来不负心。 对父母来说，小女儿终婷婷矣，少年郎今翩翩然。 对于即将步入成年的又一批杭高学子来说，他们将要面对更
多的成人的责任和义务。 成人之后怎么走才更好？ 成人之后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更美好或更有挑战性的生活？ 为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成长，学校特定请了 4 位年轻的校友，让他们用自己的成人
体会给出一个借鉴。 这四位校友分别是：
金爽： 2008 届毕业生，上海交大优秀毕业生，因成绩突出，免试直升上海交大医学院研究生院。 杭高理科卓越学子代表。
傅小敏：2011 届毕业生。 浙江省少年文学之星。 现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现为复旦大学复旦剧社宣传总监，复旦大学知名独立摄影师。 杭高人文卓越学子代表。
赵雪：2013 届毕业生。 杭州市首届阳光校园新主播冠军。 现就读于浙江大学，2013 年 11 月荣获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和平大使选拔赛全国总决赛季军，杭高艺术卓越学子的突出代表。
陆舒扬：2012 届毕业生，原杭高学生会主席、学生党员，现为浙江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主任。 全面发展的杭高卓越学子代表。

三句箴言祝成年

是进入一流的大学深造。 但当时我的成绩并不理想，离浙江大
学还有很大差距，但基于我的梦想和自己所答应自己的那份生
金爽
活一直在追逐那个偶尔懒惰、调皮的我。 最后，我如愿以偿地进
入浙江大学。 诚然，高三那一年对我来说是无比心酸的，那一年
真的很感恩，能在毕业六年之后回到母校，和学弟学妹一起
常常靠吃东西来缓解压力的我胖了整整 15 斤。 但现在看来，一
分享我的成人感悟。 也很开心看到大家和爸爸妈妈、老师们一
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人生只有一次，高三只有一年。 因为，作为
起庆祝成年。
一名杭高学子的我，终于能有机会为我深爱的母校贡献点绵薄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父母、老师都会牵着我们的手，但是我
之力了。
们终将自己走路。 人生路漫长，陪我们走到最后的一定只有我
最后，我想送给学弟学妹们陪伴我走过高三的一句话吧
们自己。 因此成长是一件必不可免的事，也是我们所负的第一
何日云开山水媚，踏歌寻一醉！
个责任。 18 岁是成年的标志，但是真正的成人却不是一天，而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很多历练才能成就。
在走出高中后的六年里，我有了很多经历，想
和大家分享最近比较有感触的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我们应该感谢扯后腿的人，
因为只有有人扯后腿，腿力才会练得强。 在
这六年里，我遇到了很多挫折，也接受了很多
挑战。 我发现每一次的挫折、挑战、承担都会
成为生命中的一个拐点，为我展现出一片新
的天地。 因此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挫折、挑战
现前的时候，勇于面对和承担，因为有承担才
金爽
赵雪
有成长。
第二句话是，“多求也多变，多变也多生，
多生也多灭，生生灭灭，日日年年”。 大家走
出高中，进入大学社会以后，一定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诱惑。 我们一定要秉持内心，分清什
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 有些东西的存在很
短暂，名誉，地位，容貌，如露如电如泡影，并
不值得我们用大部分宝贵的生命去追求。
短暂的快乐，生生灭灭，而生命宝贵，应该追
求恒常的东西。 这种恒常，在自我来说可以
是因经历而累积的智慧，在关系中可以是我
们和他人的情谊。
陆舒扬
傅小敏（右）和鲁迅长孙周令飞在樱花文会中
第三句话是，“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
事相信，凡事忍耐”。 愿大家都能成为有能
力有担当的人。 有能力之人才能有大气量，才能在面对挫折，面
我要过什么，我才知道我不要什么
对纷繁的事务时保持不变的微笑。 在事情不尽人意时，让我们
傅小敏
始终回归信念。 相信我今后一定能为大家感到骄傲！
担负起责任来！
赵雪
去年今日，我和你们一样，跨过了这庄严的成人门 。 成人
之后最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改变就是诸位不仅要自己对自己负
责任，同时也要肩负起自己对家庭的责任。 作为杭高人，还要担
负起对杭高的责任。 百年杭高，钟灵毓秀，人才辈出。 当现在的
我们细数杭高百年的荣光时，我们是否想过，几十年后的今天，
当我们的学弟学妹们站在这里时，是否会为我们做出的成就而
感到自豪呢？
高三这段最后的冲刺时光，就是诸位梦想起飞的时刻。 我
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说过我的梦想不在舞台，我最渴望的

昨天我在实习单位里认识了一位先生，闲聊时他对我说起
他的事业，他说：“我和我曾经的同学大约有三十年没见了，后来
同学会再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当年读的什么专
业现在也还是在做什么专业，你再看看我，从纸媒主编到互联网
企业经理到咨询公司董事长，我做过这么多跨界尝试，如今才发
现我这辈子真正要做的事，就是写作。 ”这位先生可谓是叱咤沪
上商界及文化界的头号人物，人生经历曲折而丰富，在所有人看
来他就是成功的代名词。 但在我看来，他真正的成功在于，终于
找到了他生而为人的天命，拨开纷繁复杂的声色犬马，看清了生
命的终极事业。 于他而言是写作，那么于我呢，于你们呢？
我想大多数人知道我的名字是因为两年前的一个叫做“博
雅杯”的征文比赛，这一枚标签确实表明了一段时间里我对文学
的疯狂痴迷。 后来进了大学，我对文学产生过一段时间的怀疑，

它在我的生活中渐渐变淡变轻。 我转而去发展其他领域的能
力，我做过班长，做过校媒记者、编辑和专栏作者，做过学生会干
事，做过校媒专职摄影师，做过话剧演员、编剧，做过学生电影导
演，做过许多社团的海报设计师，还有很多其他的经历。 我的一
位朋友见我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口，就说：“小敏，你要的
是不是太多了。 ”我告诉他说：“我要过什么，我才知道我不要什
么。 ”也有朋友对我说过：“小敏，你最让我佩服的一点就是，你
比太多人都更早明确自己真正要做的事。 ”
事实上，其实我并不那么确定肯定我真正要做的是什么，但
我一直坚信，所有的生命体验都不会被浪费，因为它们都是你
的，谁也抢不走。 人一辈子可以拥有很多的
东西，但也在失去很多东西，而你摊开双手还
留在掌心里的东西是什么？ 当你伸出一只拳
头的时候，究竟是你的手握住了你的拳头还
是你的拳头握住了你的手？ 不论答案是什
么，你都会发现，与你十指紧扣的人只有你自
己，与你并肩同行的人只有你自己。
今天，你们成人，但你们真的成为一个思
想自由、人格独立的完整的人了吗？ 问问你
的初心、你和你自己是不是还和你站在一起
吧。 这既是对梦想的坚守，也是真的对自己
负责。

爱和远方

责任和梦想

陆舒扬
我是陆舒扬，离开杭高一年半，回来分享
两个故事。
四个月前，我在国家一级贫困县挂职。
我的朋友们在灯火辉煌之上摆出造型，我在
无量山下的溪水边看鱼；他们在名胜古迹前
留影，我在山里头看到孩子们奔跑嬉闹，笑得
比谁都美丽。 他们在走向世界，我在深入中
国，后者之美一在快乐和物质没有关系，二在
你想改善的不再只是自己的生活。 我记得那些饱含梦想的笑
脸，家里收废品为生的小姑娘梦想成为服装设计师，在边上的县
城念过书的男孩梦想成为旅行家，个子高高的女生梦想成为篮
球运动员。 那天，我站在讲台上，梦想这些梦想都会实现。 杭高
告诉我这是悲悯的本能，这是一种社会担当衍生出的大梦情怀。
四天前，我在香港走访浙大校友。 其中有一位老先生，他是
香港耀仁国际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头发花白但儒雅依旧。 他说
六十年代只身一人去到弹丸之地，打拼的过程必然有委屈有误
解，梦想支撑他翻阅香港这本读不透的书，支撑他坚定地奋斗。
成功不是人生的终点，对社会的反哺和回馈才是成功的意义。
下电梯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杭一中毕业的。 那一刻，我觉得我
们之间并没有相隔几十年，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梦不远，有梦的
中国人才能担当大任。
杭高人，今天你们在这里成人，红色的礼帽抛起，飞不出这
一方天空，但是你们的视野应该超越这里，杭高人的心要装着爱
和远方，责任和梦想。

入党记
杨雄健
我从听说共产党到加入共产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员）他们创办的，以学习唯物论哲学为主。 小组讨论先有物质还
有关共产党、毛泽东的传说，早在南屏小学读书时，我就从 是先有意识？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名词， 如对牛弹琴不知是
农民那里略有所闻。 不过他们没有文化，不会读书看报，误说成 什么，深感自己大大落后。 就到于子三图书馆找有关图书，借来
“毛竹筒”。 有一次，我到庙里去看抗日图像展，墙上挂着抗日将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俞铭璜的《革命人生观》，这两本书使我懂
领照片，其中就有毛泽东、朱德的像。 从此知道毛泽东三个字， 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从此爱上学理论、讲理论。 同班同学沈善洪
感觉到他与众不同，头发养得特别长。 后来同班同学杨ⅩⅩ，给 嘲笑我，说这是教条主义，给我取个绰号“杨克思”。 后来在全市
我看一本杂志，里面有一篇《毛泽东自传》，才知道他也是农家出 团干部会议上，团市委组织部长乔石同志也说我是“杨克思”，这
身。这篇《自传》，实际上是毛泽东口述、美国记者斯诺记录而成， 个绰号就这样传开来。除学革命理论外，我又经常去看香港出版
收集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后来翻译成中文。 关于共产党 的《大公报》、《文汇报》、《工商报》，他们一反国民党的反共宣传，
的传闻就更多了，金萧支队经常在我们那边活动，我哥哥曾被派 对共产党、解放军很尊重，没有“共产共妻”、“共匪乱党”之类的
去当过民夫，帮助他们挑东西。 回来后说他们对老百姓很客气， 糊说八道。 最使我感动的还有两件事： 一是大礼堂门口一张传
没有什么打骂，还请他吃饭。 这说明他们与国民党部队不同，不 单，有现在的《杭州日报》那么大，公布共产党的《土地法大纲》，
欺侮老百姓。 战时中学时也有些传闻， 晚上睡觉经常听到一些 明确提出要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
怪声，当地居民说这是鬼叫声。河坊、陈坊曾经是共产党的据点， 度”。 一是同学自己演了一出戏，名字叫《新生》，实际上就是《白
国民党用碉堡政策围剿，杀死了许多老百姓，冤魂不散，
故夜夜哀叫。 这话是否真实，我没有作过考调，但国民党
用来围剿的碉堡、公路，那时依然存在，说明老百姓的话
不是空穴来风。 搬到江西玉山县里，经常见到一个中年
妇女，衣衫褴缕，蓬头垢脸，在街上晒太阳。 同学告诉我，
她原是新四军战士，被国民党抓来，送进上饶集中营 被
折磨成疯子。 以上都是传闻、直觉，给我一个印象，就是
共产党好，国民党坏。 至于为什么，就不清楚了。
进入杭高，有关共产党的消息就更多，不过开始我
并不关心。 因为学校规定，公费生每门课都必须达到七
十五分以上，才能继续享受公费待遇。 为保住饭碗，我就
一心只读教科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坐在一起的同学沈
国成（系地下党员）批评我：“你一心读书，叫做读死书，
死读书，读书死，没有用的，要参加参加活动”，就带我去
1951 届校友回校合影，三排左 5 为杨雄健校友
参加“微言社”。 这个进步社团，是叶世英（也是地下党

毛女》，生动地表演了农民受地主剥削的情况。我从农村出来，干
过各种繁重农活，也挑着谷子跟随父亲向地主交过租，深感农民
的痛苦，因此，十分拥护共产党的主张。 从此，叶世英叫我发传
单，贴标语，卖小报《每日新闻》，保护学校，迎接解放军等活动，
我都积极参加，无形中成了党外的一个积极分子。
大约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一天吃好晚饭后，叶世英约我
到外面去走走。我们边走边谈，叶世英忽然问我：“你是否想参加
共产党？ ”我说：“我很想啊，就是不知道共产党在那里，找它不
到！”他说：“那你就写个自传吧，交给我，我替你送上去。”他还告
诉我今后联系的暗号，问：“你认识张同吗？ ”答：“我认识”。 问：
“你哪里认识的”。答：“在杭高”。我十分兴奋，回来后连夜写好自
传，表示入党后一定听党的话，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第二天一
早就交给他。 此后，李益中、马梅初、项秀文等同志，先后同我联
系谈话。 并让我担任杭高学生会主席、 杭州市学生联合会副主
席，从事学生工作，提高组织能力。原以为很快可以入党，谁
知一直到 1950 年 6 月， 才批准我为预备党员 （预备期一
年），介绍人是郑公盾、项秀文。大概由于当时党组织还没有
完全公开，所以支部大会讨论时我没有参加，也没有举行入
党宣誓仪式。 入党后，团市委学生部长许良英，经常召集学
联的几个党员开会，研究部署工作，如迎接国际学联代表来
访、组织学生开展暑假活动、发动学生反美游行，等等。1951
年 7 月，市委组织部调我到杭州市政府秘书处工作，顶头上
司就是郭仲选同志。那时预备期已经过期，支部大会通过按
期转正。 谁知报到机关党委，竟拖着不批，也不告诉我什么
原因。 我们支部书记郑炎同志很关心，立即写了个报告，向
市委书记陈伟达同志反映。陈伟达同志很快批示，认为没有
理由拖延，应及时转正。 这样，机关党委就批下来了，从此，
我就成为一个正式共产党员。
（2013.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