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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小女生突发奇想

贵阳，4月3日。
小十字广场。

“如果现在听到有人说，他有一个梦
想，我肯定会支持他。但如果我有30万，
我不会马上对他说，‘好吧，我给你’。”

刚刚梦想成真的1991年出生的女孩
杨艾菁在换位思考后，突然变得保守了。
她说，如果帮助一个人，她会考察很多条
件。但在两个月前，当她通过微博向全世
界发出自己“用一对银戒指交换教学楼”
的梦想时，她只拥有那个梦想。

梦想的起点要从搞“以物易物”活动
的“原”咖啡屋说起。杨艾菁以前并不是
这家咖啡屋的常客，直到去年11月那个

“以物易物”活动开始。空乘专业的她有
着很好的身材，却一点没有做空姐的打
算。独立、开放、纯真、敏感，她说，90后的
4个性格特点，她都有。

最初，拿着一对银戒指的杨艾菁并
不打算与别人交换什么物件，而是在一
次刻骨铭心的爱情结束后，她想用爱情

“遗物”——— 一对价值200元的银戒指，换
别人一个动人的故事。可没有故事能打
动她。

激动人心的转折发生在一个从未谋
面，而以后也不需要联系的男人身上。去
年11月底的一天，这个男人的故事打动
了杨艾菁，但是她没有送出戒指，而是得
到了一个看上去极不靠谱的使命，男人
希望她用戒指去跟别人交换回一栋教学
楼。

今年2月1日，杨艾菁把自己“用银戒
指换教学楼”的想法发到微博上：“我想
用一对戒指为贵州山区的孩子换一栋教
学楼。希望朋友们能帮忙宣传和参与交
换，把它变成我们大家共同的梦想，并一
起实现它！”

“她就是想到就做，90后的小女生
嘛。”老板娘曹春梅笑着说，小杨不是那
种思维很缜密的女生，而是突发奇想，然
后就开始做了，事先绝对没有任何计划。

教学楼建在哪里，需要多少钱，怎么
换，想要换什么，如何实现……

当后来那位出资30万元的上海神秘
网友连珠炮似的抛出一连串问题时，杨
艾菁招架不住了。

“我就拿本子记呀记呀，最后我说：
‘你等着，我回头都落实了，给你电话’。”

“每一天都是奇迹”

2月5日，“戒指换教学楼”终于迈出
第一步，新疆籍网友“刘堂堂”私信小杨，
表示愿意用价值3000元的和田玉，交换
她手中的银戒，作为自己的结婚戒指。

贵州省纳雍县昆寨乡党委书记李践
在梦想微博发出4天后，便联系了杨艾
菁，希望将来这座用戒指换来的教学楼
能落户当地。

2月17日，一条遥远的微信从上海传
来，上海工商外国语小学学生赵艺宁愿
意拿自己价值1 . 5万元的钻戒交换和田
玉。

而贵州籍演员周显欣得知这个消息
后，捐赠了自己的一枚纪念钻戒，杨艾菁
一下子收到两枚钻戒，激动得碰掉了许
多东西。

2月23日，一位神秘的上海网友终于
通过私信联系杨艾菁，愿意出资30万元
帮她实现这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为了将梦想真的变成一座教学楼，2
月23日，杨艾菁一个人背着小书包，前往
贵州省纳雍县昆寨乡党委书记李践推荐
的夹岩村探访，而这次经历让她难忘。

夹岩村距昆寨乡政府22公里，全村7
个村民组，约2000人，有两个教学点，都
只招收一年级学生。她发现，那里的学校
实在太“不靠谱”了。

对于富裕年代成长的90后，杨艾菁
到昆寨后看到的是：学校屋顶漏水，操场
上跑鸡鸭，书桌晃晃悠悠，黑板就是黑泥
涂 在 墙 上 ，粉笔写 上 去 也是坑 坑 洼
洼……

“我看了以后很惊讶，觉得这也叫小
学吗？这已经是2012年了，再夸张也没有
到这一步吧？”

“有一个母亲说，她孩子6岁，个子只
比狼高一点，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上学，我
听了以后非常难过，这些都是我第一次
听到的。”杨艾菁当时很激动，随即决定
把戒指换来的教学楼落户在夹岩村，并
坚持要把这事进行到底。

2月29日，第一笔善款到账后，教学
楼就已开始建设。3月8日，杨艾菁生平第一
次作为“甲方”与贵州省纳雍县昆寨乡党委
书记李践以及当地教育部门签署建校协
议，而这份正式协议的落款除了名字和联
系方式外，还有QQ号、邮箱、微博。

那几天，杨艾菁在微博上高兴地抒
发着自己的心情：“每一天都是奇迹。”

“我能换到的只有教学楼”

其实，对于自己家乡落后的教育面
貌，杨艾菁坦言，以前她只是从电视上略

知一二，“但从未关心过”。
但这一次，杨艾菁很认真。
“现在地质勘测、土建都已经开始

了，听说已经在挖地基了。”
面对本报记者，杨艾菁在历经两个

月梦想实现后，俨然不再像是大学生，而
成了一位关注工程进度的开发商，满嘴
吐着以前从未冒出过的字眼，而这些都
是她最近“速成”的。

直到现在，杨艾菁也觉得一切发生
得太快，但她的适应能力却也在惊人地
同步增长。

在3月2日的QQ签名中，她写道，
“爱，能让人一夜长大。”

杨艾菁告诉记者，其实异想天开和
责任之间的距离，在90后看来并不遥远：

“如果你愿意为你的异想天开去努力，去
拼搏，那就是一种责任。如果你不愿意，
那就是你的异想天开。”

但成人世界比起童话世界来，真的
是既不美丽，也不浪漫。

在得到神秘网友的资助后，纳雍县
昆寨乡党委书记李践给她的报价是：一
所学校，50万。

“整个学校，还包括操场啊什么的，
乱七八糟的，我说，太多了吧，我说我不
要操场什么的，我只要教学楼，我能换到
的也只有教学楼，我就给30万，这些附加
设施你们自己想办法。”

杨艾菁不解地说，“政府的事情，凭
什么让别人全额出款？”

在微信上，经过多次纠结和讨价还
价，昆寨乡党委书记李践最后承诺只建
教学楼，配套设施他们自行解决。

但是对于这个充满童话色彩的梦
想，杨艾菁突然发现，自己的一对戒指

“喊破天”，换来的网友爱心还是不能给
夹岩村的孩子们一个“完美”的答案。

“类似这样需要建设学校的地方在
贵州还有很多，需要更多人去关注，但是
实际去做的并不多。”

许多商业机构找到她，说可以以基
金或者奖学金的方式捐给贵州山区的学
校更多钱，杨艾菁听后一度十分开心。但
是后来，她却发现这些机构只是借助她
搞宣传而已，钱是不会给的，这只是一个
噱头。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说到这里，
杨艾菁有些失落。

“我没搞慈善，更不是学雷锋”

因为“戒指换教学楼”的梦想实现，
杨艾菁身边的朋友开始向她要签名。而
贵州民族学院则指派她参加“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比赛，并在半小时内完成
2000字的“梦想”总结。

由于自己的个人信息被公布出去，
有一天早晨，她被一个陌生男人在电话
中叫醒。

“你是杨艾菁吗？”
“我是。”
“我就看一下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人，

现在知道了，你睡吧。”
甚至，有一家杂志社也找过来，希望

探究杨艾菁那对银戒指背后的爱情纠
葛。

出名之前的杨艾菁很安静，喜欢看
安妮宝贝、喜欢演员文章，喜欢临摹凡·
高，还曾一个下午看完了《金陵十三钗》。

但出了名的杨艾菁却越来越觉得，
自己和当初的那个“梦想”都在变味。

“3月初，有人就提出，要把我和雷锋
联系在一起。可我和雷锋没关系哎，他是舍
己为人，帮助群众。我没这样啊，我只是完
成自己的一个梦想，我说的是实话。”

在纪念雷锋活动之后，小杨的“梦
想”又成了时下流行的“微公益”的代名
词。

“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不接受。”
小杨坚持说，这就是一个“以物易

物”的活动而已，只不过她换的东西有些
特别，干吗要跟慈善扯上关系？虽然她帮
助一个村庄的孩子们建设教学楼，但杨
艾菁不觉得自己是在做慈善、学雷锋，相
反她反感别人给她“扣帽子”。

但杨艾菁发现，虽然自己说的都是
真心话，但别人看待她的方式却没有什
么改变。

有媒体曾问起，这次“梦想”实现会
对她的人生有多大影响？杨艾菁回答得
很简单：在梦想实现前，她会一直坚持下
去；当梦想实现后，“大家只是出分力，然
后各自回到生活中去。”

当记者再次问及这个问题时，杨艾
菁笑着说：“这件事，只能算是我20岁的
一个里程碑，让我知道真实的社会是个
什么样子。”

而通过这个梦想，她也希望人们理
解，当初她的“异想天开”不过是90后的
一种超越的思维方式，但假如人们给她
一个支点，90后真的可以撬起地球。

一次冒险的发稿

当年发表时被称作具有“极大政
治勇气”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在20年
后的2012年1月31日重新刊发在《深圳
特区报》头版。

该文作者陈锡添和这篇文章，像
是互为代名词，早已刻上了彼此的
烙印。

3 月 30 日，应河南省委书记卢
展工之邀，陈锡添来郑州参加《东方
风来满眼春》发表 20 周年座谈会。

“必须承认，1992年改变了我的
一生。”在郑州一宾馆内，面对本报
记者，陈锡添点上一支烟，烟雾升
腾，思绪回溯———

那是 1992 年 1 月 18 日，陈锡
添接到一项重大任务：邓小平次日
9 点到深圳，跟随采访，此事绝密，
不得外传。

“我是深圳唯一指派的文字记
者。”

当这个机遇敲门时，陈锡添 51
岁，是《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到报
社工作 9 年，经历坎坷，几多离合。
这个年龄的人生，似已渐渐迟暮。

而当时的深圳特区，情势也颇
为微妙。

“迈进 90 年代，敢闯敢试的深
圳畏缩不前了。”陈锡添说，当时湖
南的一位市委书记曾私下对他说，

“大家都盯着深圳，深圳畏缩不前，
改革开放的前景岂不很迷茫？”

当时，一场遍及全国的姓“社”
姓“资”的争论正愈演愈烈，有一个
故事真实得让人难以想象：一位老
革命家哭泣着说：“深圳只有国旗是
红的，江山变色了。”

邓小平到了深圳，陈锡添得到
的指令是“不报道”。

陈锡添觉得可惜。“光‘邓小平到
深圳’这6个字就是全国重大新闻，尤
其是在这种背景下，意义非同一
般。”

在“不报道”的指令下，跟随而
来的几家中央媒体记者都没有记
录，后来也没有写稿。

“直觉告诉我，总有一天会有机
会报道，我要有这方面的准备。于是
小平同志走到哪，我就拼命挤在旁
边，要不然听不到他讲话。”从后来
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陈锡添和邓小
平中间往往只隔着三五个人。

采访不准录音，只能凭笔记，晚
上回到宾馆，再凭要点回忆整理，凌
晨两点之后才睡。

最后，5 天的采访笔记记了 70
多页。

报社的摄影部主任曾让陈锡添
带一台相机，拍几张照片，但被他拒
绝了，理由是“一心不能二用”。

到 3 月中旬，媒体仍未获准公
开发表小平讲话，这盏“红灯”谁也
不敢去闯。

3月22日，陈锡添一觉醒来，看
到《南方日报》头版标题是“小平同
志在先科人中间”，他感觉“脑袋‘轰’
的一下炸开，大口喘气，血热脸红”。

事后询问，该报道请示过时任
广东省委书记谢非。

“急得心里怦怦跳，不是不让发表
吗？消息要是一篇篇出来，我采访的南
方谈话内容，就没法写、没机会被人知
道了。”

躲进房间，铺开稿纸，陈锡添一挥
而就：《东方风来满眼春》，11000 字一
气呵成。当晚，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
审阅完全文，两人决定刊发。

印刷前一晚，陈锡添失眠了。不是
怕丢官受处分，而是满心惶恐。“大量
引用邓小平的话，弄错了怎么办？”

4 天后，文章被新华社全文播发；
人民日报在头版主要位置转载；中央
电视台在当晚《新闻联播》之后，用 45
分钟全文播发。

这篇文章，让南方谈话精神传遍
全国。社会思想的分歧，像春风吹拂下
的冰面，瞬间融化。

客观地说，当时陈锡添发稿还是
很冒险的。

“一位中央领导曾问稿子是怎么
出来的，说你胆子好大啊。”陈锡添说，

“这么重要的稿件，领导不发话、不审
稿，当时只能在深圳，别的地方出不
来。”

印象里，小平幽默，有时还有些童
真，陈锡添也没打算按当时约定俗成
的规矩，教条、刻板地描写领导人。

“我想把小平同志写成一个慈祥
可爱又有人情味的老人。”

42岁的“小记者”

这篇文章的题目，来自唐朝李贺
的诗。

还在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时，
陈锡添就喜爱李贺的诗歌，现在，他仍
能背出“东方风来满眼春，花城柳暗愁
杀人”。

而他大学毕业后 17 年被时代环
境敲击成片段的人生，也像极了李贺
的困顿寂寥、飘荡悲叹。

今年3月21日，回深圳参加邓小
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陈
锡添，再去仙湖植物园，当他看到邓
小平当年种下的高山榕时，又想起
了1983年初到深圳的自己。

1983 年 10 月，已在广州外语
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 5 年的老
师陈锡添到深圳旅游。陈锡添到了
深圳才发现，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
和希望。“我被深圳感染了，对这座
城市有了很大兴趣，感觉身上好像
突然有一股劲，唯一的念头就是要
回到新闻本行中去。”

这一年，陈锡添 42 岁，他又想
重新拿起记录新闻的笔。

听说成立仅 1 年的《深圳特区
报》要改为日报，陈锡添觉得那里肯
定需要记者。一向沉稳成熟的他，突
然涌起一股无法克制的激情，心一
横，两手空空冲劲十足地跑去毛遂
自荐。

“现在谈理想，年轻人都觉得可
笑。但那时候，谈理想是件很严肃正
常的事。”

20 多年后再谈到当初的冲动，

陈锡添说要感谢在那之前，他回母校
新会三中的那次经历。当时学校让他
作为优秀校友发言，他却一时满腹辛
酸。

“从人大毕业 15 年，与新闻擦身
无缘。”那次，自认为一事无成，刚过不
惑之年的陈锡添，讲着讲着竟哭起来。

那时，他就下决心要回到理想的
道路上去。第三次，也要回去。

陈锡添第一次背离理想，是在
1968 年分配到湖北日报半年后，被迫
去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随即像皮
球一样被踢到咸宁县一个广播站。

4 年后，陈锡添升任东风汽车公
司设备修造厂办公室副主任，成了干
部身份，生活满足，仕途开始有希望。

但理想的诱惑又在心里萌芽了。
没多久，陈锡添辞去行政职务，主动去

《二汽建设报》当了一名采访组组长。
第三次，终于实现理想，陈锡添来

到深圳，但默默无闻。人到中年才当上
“小记者”，报社里满眼都是年轻人。
“组长、副主任和主任领导我，他们都
比我年轻。”

当年的 50 多位同学里，有一大半
已成为局级干部。有的还是人民日报
副总编辑、甘肃日报社长、甘肃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

已过不惑之年的人生，似乎迟暮，
青春的尾巴也已消失无踪。但 42 岁的
陈锡添觉得，他正变得和这座城市一
样年轻。

“没觉得有多焦虑，不自卑也不气
馁。”陈锡添是当年报社年纪最大的记
者，“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气。”

热情迸发，40 多岁的陈锡添骑着
自行车开始走街串巷，白天写新闻，晚
上写通讯、报告文学，“那时候，真没过
多考虑我想要得到什么。”

半年后，他成了副主任；两年后，
当上经济部主任；1992 年，成为当时
深圳仅有的三名高级记者之一。

“比别人起步晚一点，但我走得快
一点。”

“疯狂”时代的记录者

2012年的3月，陈锡添去复旦大学
作讲座，一位大学生提起了他的文章

《不唯上 只唯实》。
“没想到还会有人记得。”陈锡添

一时有些吃惊。
促使他写下这篇文章的教训，像

是雪白墙壁上的一枚生锈的钉子，一
直钉在陈锡添心头。

“1992年8月，深圳市决定以发售
认购抽签表的形式发行新股。”陈锡添
说，中签者可买 1000 股新上市股票。

20 年前，深圳很多事情在今天
看来都很“疯狂”，“炒股”也是如此。

消息传开后，几十万张身份证
被从全国各地带到深圳。发行日一
早，板凳、凉席、自行车，甚至是床，
都排进 100 万人的长龙中。

秩序的自我维持充满了中国人
的智慧。为了避免有人插队，每个人都
紧紧抱住前面的人。以至于一位企业
老总略带酸楚地说：我老婆把一个男
的抱得那么紧，她从没这样抱过我。

可没想到，很多抽签表被“走后
门”拿走了。失落和绝望点燃了排了几
十个小时队的股民们。当晚，一些人阻
塞了深南中路，烧毁了两辆汽车、四辆
摩托车，多名警察被打伤。

这一晚，陈锡添正值夜班。回来的
记者讲述了现场的混乱，惨不忍睹。

“市里一位领导审过稿子后，要求
加上：发售工作体现了‘公平、公正、公
开’原则。”在很多场合，陈锡添都没讳
言过此事。

可想而知，第二天，报社面对的是
100 多个“闭着眼睛说瞎话”的愤怒电
话，说特区报是“特吹报”。

事后，广东批评深圳“封锁新闻”，
中央有关部门下文，对深圳媒体给出
四个字评价：文过饰非。

“这四个字，这么多年来一直印在
我的脑海里，不敢忘啊。”20 年后，陈
锡添抬起手指，敲敲自己的脑门。

从这个角度看，陈锡添也是一个
时代的记录者。

像深圳特区理直气壮率先开创
的全国几十个“第一”一样，1999
年，深圳特区报和香港商报合作，开
内地报业对香港报业参股改革的第
一范例。

已是《深圳特区报》总编辑的陈
锡添跨过罗湖桥，出任《香港商报》
总编辑。

在深圳生活了十几年的陈锡
添，近日参加了改革开放后影响全
国的“深圳十大观念”主题活动。30
年来，吸引人的不仅仅是深圳的高
楼大厦和发财机会。

“观念影响改变了人的命运，自
愿来深圳的人都有种理想主义情
结，不甘平庸，勇于闯荡。个人和城
市是相似的。”

“市场经济方向被指明后，大量
机关干部‘下海’，走出体制，这是时
代的需要。这种生活，完全和以前的
一杯茶、一张报纸过一天的机关生
活不一样。”陈锡添自己有过深刻的
体会，“社会思想分歧的解决，为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制度保障。”

不只是机关干部，还有像“爱国
者”品牌创始人冯军这样刚毕业拿
到“铁饭碗”的大学生，也“下海”了，
到中关村去蹬三轮，当了个体户。

那年 3 月，远在黑龙江省穆棱
县的县政协副主席蒋开儒逐字逐行
地读完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然后，他郑重地对妻子说：“我
要去深圳了。”

带着凑来的 2000 元钱和“总会
有活路”的决心，蒋开儒坐了几天几
夜的硬座，来到深圳。

眼前巨大的反差让蒋开儒震惊
而恍惚，他怀疑自己到了香港。13
年前还到处是稻田的深圳，如今已
是高楼林立，“深圳”两个字，在黑夜
的霓虹灯牌上闪亮。

这一年，蒋开儒 57 岁，临近退
休，和很多人一样，他们从全国各地
跑到深圳寻找奇迹。

这一年，所见所闻让蒋开儒激
动无比，充满热情地写下了一首歌
词———《春天的故事》……

有一天，青春不再，却一
事无成——— 很多人都曾经历
过这样的困顿和失落。然后，
有人选择从此起步，有人则甘
于沉沦平淡。

当年，陈锡添也面临着这
样的选择。

都说四十不惑。可年过四
十的陈锡添才开始困惑：未来
在哪里？理想究竟有多重要？

最终，42岁的陈锡添下定
决心：放弃其他，遵从内心。就
在那一年，他去了刚成立3年
的深圳特区，成为一名“大龄
记者”。

所以，当1992年邓小平来
到深圳时，机遇才会突然敲
门，出现在陈锡添面前，陈锡
添也有幸成为“邓小平南方谈
话”的记录者，而陈锡添的人
生，也因此改变。

直到现在，71岁的陈锡添
仍掌《香港商报》总编辑之职，
还经常和年轻记者一起探讨
写作的细节。

3月30日，在河南郑州，陈
锡添与本报记者一起回顾了
他这 20 年的历程：比别人起步
晚，却也比很多人走得更长。
即使人生迟暮，在机遇找到你
之前，你也需要做好准备。

记者：今年，从中央到地方再
到民间，大家都在纪念邓小平南方
讲话20周年，您认为在这个节点上
纪念，出于一种什么需求？

陈锡添：20年来，中国的改革
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上，忽视了政
治体制改革。现在很多地方以不同
形式来纪念小平南方讲话，这是因
为有改革的迫切需要和现实需求。
现在又到一个坎上了，应该像
1992年那样，用敢闯、敢试的精神，
大胆改革旧传统和不合时宜的东
西。

记者：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复
杂，您认为突破口在什么地方？

陈锡添：我们要承认，当前社
会矛盾凸显，分配不公、贫富悬殊、
腐败丛生，种种弊病就是源于改革
的滞后、不配套。

政治体制改革可以逐步实行，
在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下，挑选一些
突破口来推进。比如改变政府职
能，加强法治建设，加强监督机制，
另外在选举方面可以采取差额选
举的方式。

记者：可当下改革所面临的问
题与20年前并不相同。

陈锡添：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
同的历史任务，现在又好像回到
1992年以前遇到的各种问题。对于
改革，各方面有不同的意见，所以
要从南方谈话中吸取勇气、底气，
凝聚改革的共识，重振改革的勇
气，这是当前最急迫需要的动力。

记者：可以说，当年获得采访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机会，是您人生
最大的机遇，20年后，您再回头看
那段经历，是种什么感受？

陈锡添：我42岁才当记者，但
我没感到焦虑，不自卑不气馁，唯
有努力工作、尽力追赶。这是个理
想化的决定，没有掺杂过多物质的
东西。我一直觉得，正是因为对理
想的追求加上个人的努力，我才发
展得比较快。所以，有时候，我们应
该对过程多执著一些，不要过多考
虑我想要达到什么目标，收获就会
自然而来。

“应该像

1992年那样

大胆改革”
本报记者 任鹏

陈陈陈锡锡锡添添添，，，
我知道风往哪个方向 吹
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一个90后女孩的
“非雷锋式”梦想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23天，200元变30万元，一对银戒指换来一座“梦想小学”。
这不是一个童话，虽然很多人认为，这只可能是一个童话。
把童话变为现实的人叫杨艾菁，贵州民族学院一名普通大三学生。
可刚刚走出童话世界的杨艾菁发现，她现在正置身于一个完全真实的

成人世界。一些烦恼、困惑也随之而来。她只能说，“我没有在搞慈善，也不是
学雷锋。‘异想天开’只不过是90后的一种思维方式，但假如给我一个支点，
90后真的可以撬起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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