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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潮弄潮4040年年：：
那些潮水的方向那些潮水的方向 那些被改变的命运那些被改变的命运

往 事

1977年7月，南京的夏天异常闷热。南京
大学一位中年教师胡福明，在医院照顾因病
入院的妻子。同病房里有四五名女病人，他
不方便进去陪护，就在医院走廊构思了一篇
文章。

投稿后，他对一个好哥们儿说，“我坐牢
你要送饭”。哥们儿答，“那当然，你坐牢我肯
定会送饭。”

1978 年 5 月，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刊
登，在当时的中国如一声炸雷，引发激烈讨
论。邓小平看后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
们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胡福明没有坐牢，迎面吹向他的，是改革
的东风。

这是刊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章的《光明日报》和修改过的清样。

一

1978-1983：万物生长

1978年春天的大学校园，清新怡人，迎来
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借了辆自行车
赶考的冯仑，进入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游吟歌手”徐小平被中央音乐学院
录取。

熊晓鸽忐忑地从工科调剂到湖南大学外
语系，唯一能说的完整英语句子是“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

阎焱那时的理想还是飞行员，在收到
南京航空学院录取通知书后，他嘚瑟地对
办理转关系的公社干部说：“我要去开飞
机了，到时候我的飞机落在这里，就可以把
你们接走了。”

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
程系迎来了“三剑客”黄宏生、李东生、陈伟
荣。20年后，由这三人领导的创维、TCL、康
佳，占据了中国彩电业的半壁江山。

半年后的秋天，29岁的马蔚华圆梦吉林
大学经济系；12岁的少年张亚勤用一个月啃
完高中教材，考入中科大。

1978年，这是中国和时代的一个重要拐
点，高考史上罕见的一年迎接了两届学生。
从 1180万考生中搏杀而出的 62.7万新生，带
着希望和梦想涌向校园。无数个体命运的轨
迹，自此改变。

1978 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
取的第一批新生。

并非人人都如此幸运。刘永好三兄弟的
大学梦因成分问题戛然而止，干脆养起了鹌
鹑，报考常熟师专的俞敏洪落榜了，成为了全
班唯一一个没被录取的学生。潘石屹养的
猪被狼吃掉了半只脸，他还没有从这个阴影
中走出来，就又担心起另一件更让他恐惧的
事儿：他只有一条裤子，如果磨破了，会露出
里面的花裤衩。

上大学并非是那时唯一的选择。让人羡
慕的还有王健林、任志强、宁高宁这样的军
人，张瑞敏、王石这样的工人，以及柳传志这
样的技术员。

敏锐者早已从蛛丝马迹中感受到时代的
变迁，有志者亦不甘被庸常的生活所埋没。

1978 年，已过而立之年，端着茶杯看报
纸的柳传志，竟在《人民日报》上惊喜地读到
一篇教人养牛的文章。

比他小一岁的任正非因获得了全军技术
成果一等奖，被派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第一次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

27岁的任志强荣立三等功，满心欢喜地
向父亲汇报，却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决心自
己打拼出人头地。

和他同岁的王石，睡在铁路边的临时宿
舍里，晚上工友打开电视，断断续续接收的
香港台里，那些刺激感官的画面，让他感到
新鲜、诱惑。

即将到来的 80年代，的确和电视画面一
样绚烂多彩，但他们还不是舞台上的主角。

比他们更出风头的，是浙江海盐衬衫厂
的步鑫生。时代的高光，打在这个敢砸“大
锅饭”的厂长身上，即使是鲁冠球登门，他
也无暇接见。无数场全国巡回演讲，如同现
在疯狂的粉丝见面会，“你砸我牌子，我砸
你饭碗”的口号响彻全国。

万物苏醒，肆意生长，录音机中飘出邓
丽君的“靡靡之音”，仿佛个体自由伦理的

“我在”呢喃，弥漫着一种无坚不摧的颠覆
渴望和哲性魅惑。

喇叭裤子像裙飘，花格衬衫扎外腰，蛤
蟆镜上贴商标，头发烫得像羊羔。渴望冲破
束缚的城市青年，用奇装异服彰显个性；而
在偏远的农村，泥泞求存的小人物，则引爆
着一个又一个改变中国的大事件。

小岗村 18 位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按
下红手印；在家门口卖纽扣、拉链，遇到打
击投机倒把就慌忙躲起来的章华妹，成为中
国第一个合法个体工商户；一个炒瓜子的

“傻子”年广久，给改革出了道难题，雇 12个
人，算不算剥削？

这些来自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小人物，随
着潮水的方向行至浪尖。他们没看过高深
文件，没学过改革理论，摆脱贫困、过上好
日子的朴素愿望，构成了他们敢为天下先
的全部动力。

他们是宏大构想中的人间烟火，用行
动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初心，以及改革的力
量来自何方！

二

1984-1991：激情燃烧

到 1984年，年广久瓜子厂雇佣人数已超
过百人。面临牢狱之灾的他，被邓小平点名
保护，“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
害了社会主义吗？”

有人大喊着报信，“傻子不得了了，以后
没人敢动你了”。

“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被确立，经济改
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无数愿意用
双手创造财富的“傻子”，一头扎进神秘莫测
的“海”，开始了一场改变命运的探险。

已届不惑的柳传志，终于忍受不了每日
看报的生活，怀揣中科院的 20 万投资，开了
一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

没什么生意，柳传志就摆摊卖起了运动
裤衩和家用电器。他把钱缝到裤子里到处
进货，“倒爷”之路并不顺利，很快，就被一个
女人骗走了14万。

为了给华远赚出注册资本，任志强倒
卖了 80 多台电视，赚了 30 多万。之后，他
从银行申请了几百万的贷款，南方采购、北
方销售。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1978 年至 1984 年，六年的积攒，让改革的潮
水，掀起了第一次全民下海的巨浪。

23 岁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
电子管厂，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
么都不干”。

在惠州，27岁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
机仓库，与香港人合录磁带，未来的 TCL 发
出了第一声。

在广东顺德的容奇镇，只有小学四年级
文化但已过半百的潘宁，凭借手锤、手锉、万
能表等简单工具，硬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
门电冰箱。

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
过，国企迎来大放权。两件事得以明确，一
是厂长负责制，另一是，可以贷款引进国外
先进设备。

此后的褚时健，一路开挂，远处的哀牢
山，他只是一瞥而过。

新东方“三架马车”当年尚无踪影。俞
敏洪站在北大礼堂某个角落，看校团委文化
部长徐小平和艺术团团长王强，在舞台上闪
耀光芒。

激情燃烧，潮水奔涌。1984年创立的企
业，许多至今仍星光熠熠，若干年后，这一
年被很多人称为“中国企业元年”。

几个年轻人闪身而过，勾勒命运的细
节。10岁的刘强东，因为第一次看到了电灯
而心潮澎湃。第三次参加高考的马云，总分
还是差了 5 分，被杭州师范学院破格升入外
语本科专业。在西安上大一的周鸿祎，编了
一个小程序在电影院门口“科学算命”，赚到
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块。

三年后的 1987年，一个青年人给“蛇头”
交了 50元后，从铁丝网下的洞爬了过去。兴
奋叫道：“深圳，我潘石屹来了！”

也是这一年，深圳两间四周杂草丛生的
“简易房”里，任正非和他人合伙投资 21000
元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取名“华为”。那年他
43岁，决意放手一搏。

要搏的还有宗庆后。1987年，他准备在
儿童营养液领域发力，朋友劝阻，他说：“你
能理解一位 47岁的中年人，面对他一生中最
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

没有人敢轻视一个发狠的中年人。
1989年香港联想大亏，中年人柳传志急

急忙忙赶到香港，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对
香港的合作伙伴说：“我这次是腰里别着
手榴弹来的，如果公司垮了，我会绑着你
们一块儿跳楼！”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底色，
但不论哪个时代，那些咬牙切齿和生活死
磕的人，总是更能得到命运的垂青。

80 年代末，一首叫《黄土高坡》的歌让
整个中国刮起了西北风热，街上老幼妇孺
都会哼唱，“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
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那时风刮过的地方，还没有猪能随随
便便起飞，西北风掠过苍茫、悲凉、激越、
深沉的黄土地，只留下肆意生长和关乎生
死的粗野喘息。

三

1992-1998：光辉岁月

在历史的另一个切口里，“留学热”日渐
升温。

1985 年，唐骏去了日本；1986 年，阎焱、
熊晓鸽、张朝阳、张亚勤去了美国；1987 年，
徐小平先去美国，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
盘子，和在国内发展的俞敏洪像两条平行
线，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俞敏洪和徐小平的生命轨迹再次相交，
已是 1995 年。俞到温哥华邀徐回来加盟新
东方。徐小平问：“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
什么？”俞沉吟半晌答：“还缺少崇高感！”

徐小平出国的日子，中国改革开放迎来
新的高潮。

深圳特区的打工妹。
1992 年，已经 88 岁的老人，在中国的南

海边写下诗篇。
“发展才是硬道理”，南巡讲话，又一次

荡起了滚滚春潮。万丈春辉，暖透大江南
北，长城内外，步伐气壮山河。这一次被点
燃创业热血的，还有一大批体制内精英。

相较于此前由下而上“仰攻”的草根从
商，这批精英携体制内历练多年的优势，呼
啸而下。

副局级干部陈东升，离开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拍
卖、中国第一家物流公司宅急送，后来又募
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上班的毛振华，下
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评估公司。

在物资部对外合作司工作的田源，创办
了中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

人事司司长狐疑问到：“你说不要行政
级别，是不是骗我们？”田源大笑：“我今天离
开这个门，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冯仑，决定到海南
碰碰运气。和他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潘石
屹、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六个人
一拍即合，“万通六君子”出道，很快，就在

“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癫狂楼市中，掘到了人
生中的第一桶金。

29岁的千万富翁李书福，在放弃自己一
手创办的北极花电冰箱厂后，也来到了这片
热土。直到海南楼市泡沫忽然破裂，“跑得
太慢”的他把“几千万全赔了”，由此彻悟：

“我只能做实业。”
血气方刚的史玉柱刚刚创立巨人公司一

年，他以豪赌的方式用一张汉卡，在中国早
期 IT界杀出一条血路，打算建一座高耸入云
的巨人大厦。

任正非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机，华为
自主研发的大型交换机，终于在这年研制
成功。1992 年底，华为的销售额超过了一
亿元。

1992 的波澜壮阔，出国的徐小平自然
无感。

那一年，被北大开除的俞敏洪办了一个
培训学校，刚有起色，一个广告员被竞争对
手捅了三刀。为显示自己的真诚，俞敏洪请
公安局的人吃饭，喝酒喝到了医院，抢救了
两个半小时才脱离危险。回家的路上，他一
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我不干了，把学
校关了。”

俞敏洪后来出了本书，叫《挺立在孤独、
失败与屈辱的废墟上》。

92派是“夹心层”，用陈东升的话说：上，
有引领风潮的草根派，他们属于“制造英雄”

“工业英雄”；下，有独领风骚的海归派，他们
算作“互联网英雄”“新经济英雄”。

1992 年，日后翻云覆雨的“互联网英
雄”，还奔波在各自的命运之路上。刘强东
那年 18 岁，他背着被子、脸盆和老乡们凑的
76个鸡蛋，以及缝到内裤里的 500块现金，兴
冲冲到人民大学报到。为赚生活费，他一个
周末抄了 4万多个信封，宿舍熄灯，别人都睡
了，他就搬个小板凳在厕所、走廊抄。

马云从大学毕业当了英语教师，嫌工资
太少，就和几个朋友在杭州办了一家小小的
海博翻译社。

王志东宅在家里研发“中文之星”中文
软件平台。马化腾还有一年大学毕业，之后
他去了一家通讯公司打工，文静低调，不显
山不露水。

雷军加入做软件的金山公司，丁磊在成
都读大三，李彦宏在美国攻硕士。

张朝阳戴墨镜扎马尾，一边叛逆着，一
边拿到了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三年后从
美国回来，他才感到“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
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

“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经过多少年，才
能走到终点，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多少血
和泪，才能慢慢实现，潮来潮往世界多变迁，
迎接光辉岁月，为它一生奉献……”

1990 年代，Beyond 乐队一首《光辉岁
月》，让许多躁动的灵魂得以安放。每一滴
泪水和汗水都是相同的，每一代弄潮儿的苦
楚和风骚却各有各的不同，他们的落寞与辉
煌难以复刻，集结了太多的天时地利。

四

1999-2008：随风起舞

千禧之年，当张朝阳登上《亚洲周刊》
封面时，李彦宏在北大资源宾馆租了两个
房间，员工只有 8 人，决心打造中国自己的
搜索引擎。

昔日的翩翩少年张亚勤，回到祖国加盟
微软中国研究院，出任首席科学家。

陈一舟、周云帆、杨宁带着 20万美元，走
进清华大学九号宿舍楼。他们逐一敲门，寻
找计算机系的学生加入，一年以后，Chinaren
火爆。

毕业自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名
校的更多留学生，荣归故里，浩浩荡荡杀
入中国互联网大潮时，杭州一个叫湖畔花
园的小区里，马云对他的 18 罗汉说，“现
在，你们每个人留一点吃饭的钱，将剩下
的钱全部拿出来”“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在
中国，而在美国的硅谷”。

在上海，陈天桥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公
寓，加上妻子、弟弟，员工一共六人，要打造

“网络迪士尼”。
比他们更早进入互联网的马化腾则面临

资金链的断裂，他一连谈了 4家，也没有卖掉
腾讯，心情复杂又沮丧。失意人又何止于小
马哥。褚时健在监狱度过 1999 年的最后一
天，73岁的他，在这一年被判无期。

21世纪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来了。
2001年百度的董事会上，李彦宏提出做

竞价排名的计划遭到了一致反对。他怒了，
将手机狠狠地摔到了桌子上，吼道：“不做竞
价排名，那就别干了！”

2003 年王石成功登顶珠峰，脸庞写满
“人生得意须尽攀”。潘石屹儿时的恐惧烟
消云散，在新建的 SOHO现代宫殿里，到处摆
放着憨态可掬的肥猪雕塑。任志强后来玩
微博，用 5 年时间，发了 9 万多条，平均每天
50条。

以渠道创新剑走偏锋的家电连锁大王黄
光裕，在 2004、2005、2008 三度问鼎中国首
富。有记者问：“你觉得自己做得最奢侈的
事情是什么？”他想了半天才勉强回答：“可
能现在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东西，不用再先问
价钱了。”

中国互联网人口第一次历史性地超过美
国。接下来的时光里，每个行业都将被“互
联网思维”搅个天翻地覆。

2008 年 8 月 8 日晚，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燃放焰火《历史足迹》。

2008年，最让人激动的盛事是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的夜晚，鸟巢内人头攒动，天空
被烟火染得绚烂璀璨。一种形似大脚印的
烟花，叫“历史足迹”，一步、一步，足足走了
29步，有人感动落泪。

随身听飘出《隐形的翅膀》，“我终于
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
远吧”。

五

2008-2018：未来已来

在各自的风口，那些我们熟悉的主角，
开始了熟悉的演出。

2011 年小米首场发布会上，雷军把一
半的座位留给了发烧友，现场拥挤不堪，连
凡客的陈年都被堵在场外。一场对传统制
造业的突袭，就此展开。

同年，微信用户数突破 6000 万，不得不
亲自拉人开博的马化腾长舒一口气，笃定
地对部属们说，“微博的战争结束了”“腾讯
拿到了移动互联网大船的船票”。如今，微
信用户数突破 10 亿。

2012 年，在北京西客站出租车停靠点，
程维给经过的每位司机，安装他花 8 万元开
发的滴滴打车 App。与此同时，理工男张一
鸣，立志要当一名“新闻的搬运工”。

2014年5月22日，美国纽约纳斯达克交易
所附近，一块大屏幕显示出京东上市的消息。

2014年京东在纳斯达克上市当天，老家
宿迁的一名记者，想表达家乡人对刘强东的
崇拜。他说，“在宿迁，自古到今只出过两名
伟人，一位是项羽，一位是刘强东”。考虑到
项羽的结局，刘强东说，“你这句话说得我脊
背发凉”。全场大笑。

2017 年一场双“十一”晚会上，由马云主
演的电影《功守道》震撼发布。电影主题曲叫
《风清扬》，和着王菲的天籁之音，马云用“浓
浓的乡土音”唱“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命运之路兜兜转转，那个当年不甘平庸
的青年教师，功成名就后终又做回了老师，
却早已不是原来的自己。

4 月 10 日，无人机拍摄的湖北省武汉市
洪山区世茂林屿岸小区附近集中停放的共
享单车。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空气中到处弥
漫着资本的味道，移动互联以摧枯拉朽
之 势 崛 起 ，颠 覆 一 切 可 以 颠 覆 的 旧 格
局。一批“80 后”“90 后”，快马扬鞭，杀
入战场的中央。

ofo 估值 30 亿美元时，戴威 27 岁；阿里
95亿收购饿了么时，张旭豪 33岁；今日头条
日活 2.4亿时，张一鸣 35岁。

摩拜单车胡玮炜在朋友圈感慨，“谢谢
所有人把我们捧到改变世界的高度”。拼多
多黄峥说，“你可以说我 low，说我初级，但你
无法忽视我”。一路狂奔的滴滴程维开始反
省，“好胜心盖住了初心”。

怕被抛弃的同龄人，匆匆赶路。彩虹合
唱团用美声史诗般唱道，“感觉身体被掏
空，我累得像只狗，十八天没有卸妆，月抛
带了两年半。”

歌中是半夜三点才回家的西二旗人，在
地铁中躲闪的天通苑人；是绞尽脑汁的产品
经理，通宵达旦的自媒体人……

知乎上，“人在年轻时候一定要奋斗吗”
的提问，浏览量近 90 万，没有一个回答是否
定的……

大时代的银幕上映出的，是每个奋力奔
跑的人勾勒出的斑驳光影。

40年来，很多事情都让人始料未及，高
考、倒爷、留学、下海、移动互联、创新创业……
每一次潮水涌来，都是命运轨迹的一次改写。

潮水中，当年的年轻人、中年人，成为
现在的中年人、老年人；他们曾执着向前，
曾迷茫无助，曾蒙眼狂奔，曾焦虑彷徨，但
他们从未停歇自我突破的拼搏脚步；他们
的欢笑和泪水、荣耀与失败，属于他们自
己，更属于这个时代！

40 年很长，多少人最华彩的人生乐章
已奏完，余音绕梁；40 年很短，有如白驹过
隙，转瞬进入新时代。

未来的 40 年会发生什么，我们无从知
道。但我们唯一确定的是，在这场迄今人
类最宏大、最能体现智慧光芒与勇气胆识
的艰难探索中，无论个人命运如何跌宕起
伏，时代的浪潮，只会也只能，向前，向前！

而迎着潮水的方向，总有人不甘沉
浮，搏击潮头，让时代
变得生动，让自己变得
不凡。 □祁蓉

步鑫生在车间，与工人一起研究新产品
的剪裁方案。

1994 年，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成人文
化技术学校，为适应经济发展，培训企业
管理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