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父亲是个农民，只读到小学三年级，

一生都没有机会走进高考考场，却始终牵挂

高考。晚年病重时，他还能清晰地记得三十

多年前，从我们那条山沟里考出去的学生，

而且记得他们的考分。

恢复高考那年，我才六岁。那个秋天，我

背起书包，带一块一尺见方的木头小黑板去

上学。我不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来到山沟里的。第二年春天，附近好几个村

都有学生考上学校的喜讯传出。其中，有一

个是我的远方亲戚，他比我父亲小几岁。从

此，这个亲戚便成为我的“榜样”，父亲经常以

他来教育我。从那年起，我们那条山沟八九

个村庄，前前后后上过中学的青年人又都找

学校补习去了。后来几年，接二连三有人考

上学校。这些消息不仅激励了我们那一带

的学生，也鼓舞了我父亲这样没有机会参加

高考的农民。

在这样的消息中认识高考、明白了考试

的意义，我也踏着高考鼓点走出了山沟。高

考，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当然至关重要，因为

这场考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高考二十周

年、三十周年，以至于今年恢复高考四十周

年，我们一次次回味这项制度的意义。每当

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父亲来，都会想到一

个同样的问题：我们都是高考的获益者，父

亲他们则是高考的旁观者。这样一场考试，

对于父亲那样没有机会进考场的人，又意味

着什么？

可以说，四十年来，成千上万学子走过

了高考独木桥，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没

有走过这座桥的人，一定比走过来的人多出

很多倍。如果高考仅仅是我们这些走过来

的人们改变命运的途径，那它的意义就要少

很多。其实，历史的逻辑并非如此。

至少，高考燃起了我父亲新的生活理

想。后来的岁月里，他多次和我说过，是高考

给了他供子女读书的动力。我的父母亲从这

场考试中看到了艰苦读书的价值，甚至找到

了改变一个家族命运的信心。无论生活多么

拮据，不管送孩子读书的路有多么艰辛，他们

始终满怀希望。父母抱着这样的决心，前前

后后用二十多年时间，耗尽了他们最宝贵的

壮年岁月，把我们兄妹都送进高考考场，送出

了祖辈劳作的山沟。

我相信，这种鼓舞并不仅仅发生在那沟

壑连绵的太行山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

大农村还挣扎在温饱线上。每年拿出钱来

送孩子读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顾

生活艰苦，顽强供孩子读书的故事层出不

穷。很多深山沟的农村，以砸锅卖铁的决心

集资盖学校，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一道感人的

风景。高考制度在山川沟壑间激发起一代

青年人对知识的渴望，也激发起全社会对知

识不可遏制的热情。

今天，重新回味四十年前那场考试的时

候，一年一度看到更多年轻人走进考场的时

候，我的思绪总是漫过考场，想起我父亲，想

起那些像父亲一样永远没有机会走进高考

考场的人们。高考制度的恢复是一项教育

制度，更是一项重大社会改革。它激起了全

社会的热情，改变了各个阶层人们对知识的

价值认同，重新树立起奋发学习的社会信

仰，为人们开辟了改变命运的新通道。所

以，它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几十年的变化；所

以，高考的“受益者”不只是我们这些考中

者，还有那些没有机会高考或是没有考上

的人！

改变的不仅

是“考中者”
□ 魏永刚

条条大路都通向梦想

曾经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过对于那些没有机会走进考场，或没能通过高考走入大学校园的年轻人来说，高考依然带给

他们许多收获。那是对知识的敬畏，对学习的渴求——

我是高考的受益者，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我人生
的轨迹。我感谢高考，给了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机会和公平。

我本该 1983 年参加高考，而实际上却是 1984 年高考的。
因为 1983 年高考预选，我没能选上，也就没有资格参加。那时
候，高考录取率很低，再加上我们县是一个教育相对落后的县，
落榜与复读很普遍。高考和当兵是当时农村孩子跳出农门的
两条渠道，尤其是高考，考学校就是考工作、考饭碗。于是，那
些复读几年不放松、终于如愿考上学校同学的事迹就成了老师
教育我们的励志故事，也是鼓舞我们前进的榜样。那真正是

“英雄不问出处，成功不分早晚”。
1984 年的高考对我来说十分重要。毕竟已复读一年，竞

争十分激烈，我想考上学校的心情也十分迫切。尤其是第一场
考试前，快进考场了，却一次一次地上厕所，拿到试卷，却读不
通题目，心里紧张的情形可想而知。只等考过了第一科之后，
心里才稍稍放松。现在想起来有些好笑，但那记忆却是刻骨铭
心的。高考结束后，我没有等待，也对自己没有信心，就又一次
投入了紧张的复读之中。我是在复读时接到通知书的，真是

“漫卷诗书喜欲狂”。
大学毕业，我回到母校担任教师的十几年，从高考的参与

者变成了“应对者”。每天和孩子们一起，起早贪黑，摸爬滚打，
应对高考：某某同学发展不平衡，某一科影响达线；某某同学成
绩不稳定，心理状态不好；一次次统计分数，一次次分析试卷，
一次次找学生谈心谈话。高考前，我的心总是惴惴不安，每每
晚上做梦就是考试，考试就是紧张，就读不懂题、不会做题。多

少次都从这样的梦中惊醒。其苦无穷，其乐亦无穷。每当和孩
子们谈自己高考紧张的糗事时，我总是这样说：“高考，紧张是
一种正常的表现，也是一种责任心和责任感的表现，不要惧怕
紧张，适度的紧张反而有助于注意力的集中。但不能像我似的
紧张，那是一种惧怕与恐慌。”孩子们笑着善意地说，“老师你就
是胆小”；我儿子则不客气地说，“老爸，你这是没学好”。他们
说得都对，这就是我的高考。

后来，我到县政府工作，担任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对高
考的关注已不再是具体哪个学生，哪一门学科，更多是操心
考试政策、考试安全、考试组织、考试环境、考试秩序、考
试结果，家庭贫困学生入学及通过高考暴露出教育教学的问
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不时地走进学校，与老师们探讨
备考的具体问题，与同学们分享高考的体会与信息。现在的
孩 子 没 有 了 我 当 年 的 那 份 紧 张 ， 没 有 我 复 读 的 那 份 执
着，也失去了我当年考上学校时的那份荣耀，但孩子们多了
一份自信，多了许多机会，也有了更多选择。抚今追昔，感
慨颇多。

去年，我到山西长治技师学院工作，面对的是一群没参
加过高考和高考没上榜的孩子。他们很活跃，也很可爱。每
当我听到孩子们热情的问候声，机床的轰鸣声；看到焊花飞
溅，抹着油污和汗水的笑脸；看到横平竖直的布线，精湛细
致的茶艺时，我对高考有了别样的感悟：高考已不再是通往
成功的独木桥，高考也不再是人生的必修课，没有高考的人
生同样可以精彩！

多些选择 多些精彩
□ 赵文栋

我是一名“60 后”，也是一名高考落榜者。提到高考，就一
下子触及我内心深处的“伤痛”。

1979 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本来是想报考大学，但父亲
说能考取中专，也包分配，毕业后也能吃上商品粮，为保险起
见，就劝我考中专。也许是自己太“自信”的缘故，结果第一次
考就“马失前蹄”，录取分数是 240 分，我考了 233.5 分。回到
家里，我哭了好长时间，尤其是后来听说有好几个平时学习成
绩不如我的都被录取，我更是难过了好几天。看看当时农村艰
苦落后的生活环境，父母劳累的场景，我向父母提出，复习一年
继续考，一定要为自己、为家里争口气。

1980 年的夏天，表哥从部队回家探亲。当时已从南京第
一炮兵学校毕业提拔为排长的他，得知我的情况后安慰我说，
部队的干部培养选拔制度也在改革，从今年开始，改变过去那
种直接从士兵提干的做法，改为先上军校后提干。

表哥还说，部队考军校相对于地方高考来说，容易一些。
表哥的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既然父母又辛辛苦苦地供我复
习了一年，我也下了很大功夫，干脆再拼搏一下高考，落榜后就
参军考军校。父母也同意了我的想法。

于是，复习了一年的我又一次参加高考，结果再次名落孙
山，离最低录取线 20 多分。不过，有了表哥的安慰，我没有哭，

反而下定了参军报考军校的决心。
在 1980 年的冬季应征入伍中，我报了名。经过政审、体

检等一系列程序，终于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入伍
时，我是背着一大包数理化学习资料走进兵营的。正式分配
到连队不久，我就报名参加了北京某地质出版社举办的函授
学习，三年的 《语言文学自修大学讲座》 自学完后，虽然没
有毕业证，档案也没有任何记载，但给我打下了深厚的文字
功底。

1983 年，我考上了军校。虽然这是一所学习时间只有两
年、中专学历的军校，但毕竟毕业后就提干，成了干部身份，也
就意味着从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参军 20 年，我从战士一直干到中校正营职。2000 年，我
转业到威海市，安置在一个行政执法的事业单位，一干就是 17
年。转业前，我已在部队通过三年的在职函授学习，拿到了经
济管理专业的大专文凭。

我时常想，没上大学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在我看来，
上过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知识的
积累、视野的开阔、理解问题的能力来看，都是不一样的。不过
两次高考落榜并没有挫败我的信心，我对知识的渴求越来越强
烈了。

落榜浇不灭对知识的渴求
□ 石志新

你相不相信，有那么一群人，没有经历高考，最
后却成为老师。他们亦配得起“老师”的身份，因为
他们是一群真正热爱读书才情兼具的人。

“文革”时期，出身地主家庭的爷爷“不宜高考”，
被放逐乡下种田放牛，过着晴耕雨读的生活。“文革”
后，终于可以参加高考了，却由于家境清寒，小儿又
重病在身，为种种家庭琐事牵绊，心有余而力不足。
爷爷自幼饱读诗书，见多识广，当时在村里口碑极
好，乡村学校正好缺老师，就这样被推举去做了民办
老师。特殊的历史时期，与爷爷同龄的一大批潜在
人才，因为无缘高考而被尘封。

改革开放，正值高考热火朝天的阶段。1979
年父亲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放弃了考
高中，而选择考取中等师范。爷爷也很无奈，五个
孩子个个都要读书，他那点微薄的薪水又时常拖
欠。家里种了点田，地里庄稼的收成还不够给孩子
们交学费。爷爷是教师，深知知识能改变命运，五
个孩子中让谁辍学，他都于心不忍。这时父亲主动
提出要去上中等师范，读三年，毕业后就能就业，
省去了上大学的一大笔开支，还能替家里分担一些
经济上的负担。

父亲一面读师范课程，一面借了高中课本复
习。他抱着一丝希望，期待能有机会参加高考。他
深知，读个师范已让家里债台高筑，再读大学简直是
一种奢望。但他不想放弃高考的机会，他想通过高
考来证明自己当初走师范这条捷径，完全是出于无
奈。

师范最后一年，他偷偷报名去参加了高考，录取
通知书寄来的时候，他一个人躲在屋子里想了一
夜。那是一张来自师范大学的信笺，上面残留着父
亲欣喜而哀伤的泪痕，被珍藏了三十年。

2001 年，父亲得到消息，中等师范改制，由 3 年
改成“3+2”。这意味着那些不愿疲于奔命高考的
人，可以一举两得。我还有两个比我小一岁的孪生
弟弟，他们要同时读高中、考大学，以我家的情况肯
定负担不起。而那时的师范“3+2”学费生活费基本
全免，父亲知道我有委屈，但他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
了我，让我自己做决定。当命运将这张牌发给我，我
做出的选择与父亲当年一样。

我们一家三代人都没有走进大学校园，却都
成为学生心目中理想的老师。虽然当初的抉择为
生活所迫，却并不影响我们守护自己与别人的梦
想。学校里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教师，我们虽然
没有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但依然用功读书，潜心
教研。我们没有把“高考”二字看得多么惨烈，
对待“成功”亦没有太过急切。老师的职业，不
是我们生存的捷径。我们心中充满的是对人生的
重新审视、定位，是对梦想的坚持，是对自我价
值感的守护。当高考成为一个远去的梦，我们年
复一年，擎着一盏明亮的灯，让赴梦的孩子行路
有光。

不曾走进大学

也能守护希望
□ 沐 墨

高考制度在山川沟壑间激发起

一代青年人知识的渴望，也激发起

全社会对知识不可遏制的热情

现在的孩子没有我当年高考的那份紧张，没有我当年复读的那份执着，也失去了我考上

学校时的那份荣耀，但是孩子们多了一份自信，多了许多机会，也有了更多选择

我时常想，没上大学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不过两次高考落榜并没有挫败我的

信心，我对知识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了

虽然当初的抉择为生活所

迫，却并不影响我们守护自己与

别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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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市

沛鸿民族中学高三

学生在南宁孔庙举

行传统成人礼，并

为即将到来的高考

加油鼓劲。

周 华摄

▶河南省

温县一中的一

名高三学生在

教室中复习，

迎接即将到来

的高考。

徐宏星摄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第一中学开展多种集体活动，让高三学生在紧

张备考之余减轻身心压力，以平和心态迎接高考。 王 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