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年前的高考花絮
□王旭烽

今日高考，本人在机场写此稿，而多少学子正在卧案奋笔，鲤鱼跳

龙门，人生过大关。整40年前，1977年初冬，我们也有过此一番历练，诸

多感触，已被众同龄人诉说。高考有许多事件情节跌宕起伏，波澜壮

阔，乃至可歌可泣，但我此刻能够想起的，恰是一些填补在人生夹缝中

的细枝末节。

一条围巾
年轻时我也是臭美的，标志之一就是养一头长发。没什么可以炫

耀，唯这一头长发又黑又亮。那时我已在工厂工作，骑自行车上班，从

延安路到米市巷，回头率颇高。

高考复习一来，时间骤紧，鱼和熊掌焉能兼得，或者高考，或者臭

美，必得选择一样。无奈青春是贪得无厌的，一方面我认为如果我不能

在恢复高考第一年进入大学，我必定就找棵树去上吊，因为我妈已经替

我把去上大学的被褥、牙刷、牙膏还有毛巾都已经准备好，放在床底下

嘱咐我到时带去，这才放心去乡下社教；另一方面，女孩子养一头长发，

在那个年代，既要时间还要勇气。

我固执地不愿意剪去辫子，一跺脚买了一条围巾：毛线的，长的，

黄色的，关键是五块钱啊，为了两下里兼得，出血买了。

从那以后，整整一个月，我没有梳头。把头发盘起来，用这块大围

巾把自己的脑袋严严实实包上，天天赶到单位——感谢工人阶级领

导，给我们这十几个想要参加高考的考友们单独辟出一个车间，让我

们在那里复习功课。我每天顶着个围巾头，披星戴月疯狂复习。无奈

我高中毕业后走了音乐一路，弹了几年钢琴后，发现除非考音乐学院，

综合大学是不考钢琴的。而音乐学院既不是我的强项更不是我的最

爱，我的最爱永远是文学。而不考音乐的结果就是我得考数学、化学，

在这方面我几乎就是白痴。因此如果不能使尽洪荒之力学习，结果只

能去上吊。

一个月没有梳头发，更没有洗头，奇怪的是也不觉得痒。无法想象

那一个月是如何熬下来的，幸亏是深秋初冬，头皮没有被围巾溽成烂

泥。熬到赴考前，终于摘下围巾，焚香沐浴。头发打成了结，一点点地

梳理，就如我们的生命之花，要一瓣瓣地顽强地开放。

40年过去了，我的衣柜里已经有许多的围巾，但这条五块钱的黄色的

毛线围巾，永远是我的围巾之最。我的长发呢，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终于

下定决心，剪了头发，烫成发球，我想这样去读书，头发就不用打理了。

一副扑克
一起高考复习的同学有十几个，男女搭配，学习不累，每天坐在一

个车间复习功课，也是非常开心的。再疯狂地复习，也耽误不了片刻的

放松，我们的放松就是每天中午吃完饭打一轮扑克，把两副老K拼成一

副，谁输了谁洗碗。我们这群人中，我大概算是最不会玩的，不要说麻

将之类一窍不通，就连扑克牌也茫然一片，好歹会打个最简单的争上

游，但也毫无兴趣。无奈又不好和大家对着干，就在这条底线上凑合着

打开了。

从打牌第一天开始，我就做好了洗碗女工的准备，而且我的确每天

都处在洗碗的边缘。我总是倒数第二，有时也倒数第三，印象中好像也

从来没有进入过前五。我基本就是在倒数二三位上挣扎，但奇迹就在

于我从来没有得过倒数第一。我们这群考友个个是打牌高手，但他们

一个月下来，所有的人都已经洗过碗了，有的不止一次地洗碗。而我，

竟然直到奔赴考场，也依然保持着不败纪录，硬是没有洗过一次碗。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喜欢打牌，有时洗着家里的碗，就会想起当年这

件轶事。我永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个最不会打牌的人，一次碗都

没洗上呢？我是完全做好垫底的打算去参与的啊，为什么命运不把这

个垫底的机会送给我呢？

一件毛衣
初考出来，突然感觉自己把作文题目看错了，顿时天昏地暗，差点

失去知觉。幸亏马上就知道了还有个复考机会，但得从初考生中选拔，

这让我陷入了比上吊还难受的状态中。干脆没有复考，我也就死心去

“自挂东南枝”了，但万一和打牌一样倒数第二也不垫底呢？

没有办法缓解我这种万箭穿心般的感觉，抱着侥幸心理找到了一

个通道——我开始打毛衣。买了一斤细毛线，而且是粉红色的，托人从

上海带来的，日夜不停地忙活起来。所有的高考复习资料统统束之高

阁，我进入了一种机械的麻木状态。有一天我的一位考友站到我家楼

下来叫我，希望我们一起复习功课，我从厨房间伸出手来，拎着那件打

成一半的毛衣说：我打毛衣呢！再见！

然而，我竟然又被通知可以参加复考了，我一把扔了那件还剩半个

袖子的毛衣，把复习资料扒拉扒拉下来，又开始拼了。

考上大学后我拿上了那件粉色的半拉子毛衣，还以为我能够抓革

命促生产，边读书边花个十天半月把毛衣打完。不料这计划永远胎死

腹中。4年之后，我在学校的垃圾箱旁烧掉了三小麻袋稿纸，拎着那半

件毛衣走向社会。

大学毕业后搬了许多次家，每一次那件未完成式毛衣都会挟在我

胳肢窝下，随我周游四方。大约20年以后，我终于决定重新完成它，无

奈发现那毛线针已经锈在了毛衣上，死活拔不下来了。

2017年6月8日星期四于高空飞机上

（作者系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本报记者 李 平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来，我省

有多少考生通过高考实现人生的华丽转变？

从恢复、巩固到变革、完善，高考改革的价值

取向是什么？它对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

影响又有哪些呢？

走过40年，近446万人圆了大学梦
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过去40年里，

我省共有445.89万人通过高考升入大学，接

受高等教育。其中，恢复高考当年，我省仅

5300余人考上大学，而全国的实际录取人数

也只有27万。

“一个公社200多人参加考试，结果只有

1个人上线，这个人居然就是我。”回忆起1977

年的高考往事，宁波中学原校长、省特级教师

李永培感慨万千。1977年，中断了11年的高

考突然恢复，这消息让正在宁波福明公社松

下大队插队支农的李永培欣喜若狂。他在劳

动的间隙咬紧牙关坚持复习，最终榜上有名，

“我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大学

毕业后迈入了挚爱的教育领域”。

由于当时高考录取率只有3%左右，因此

能上大学的人确实凤毛麟角，仅少数人幸运

地走上了这条“本没有的路”。到1984年，我

省被高校录取的人数达到1.42万人，录取率

升至 24%，出现了一个小高峰。而到1998

年，全省有4.42 万人能考上大学，但升学率仍

然不高。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有进入高校深造的机

会，我国高等教育从1999年开始连续扩招，与

之相伴的是高考录取率一路攀升。进入新世

纪以后，我省高考录取率不断攀升。到2009

年，首次有超过八成的考生跨入高等学府。

对浙江学生来说，考上大学早已不成问题，大

家更为关注的是上好的大学、好的专业。

改革不停步，高考招生制度日趋公平科学
6月8日下午5时，随着外语科目高考结

束铃声响起，约29万名高三毕业生完成考试，

首届浙江新高考圆满画上句号。

回顾过去40年，我省高考改革一直走在

全国前列。1988年，浙江首次规定报考普通

高校本科和专科的考生，其外语成绩均按

100%计入总分，以适应外向型经济对教育的

要求。1994年，作为全国20余所教育部直属

高等院校招生制度改革试点之一的浙江大

学，率先实行招生“并轨制”。1999年，我省又

决定将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在高考阅卷结束、

考生成绩与各批次录取分数线正式公布后进

行。2000年，首次实行“3+综合”高考科目改

革，以取代“3+2”模式。2011年，浙江高考率

先打破“一考定终身”，启动“三位一体”招生

试点。2014年，浙江又成

为全国高考改革的两个试

点省市之一……

“高考改革越来越着

眼于科学选才、培养人

才。”1999年踏入工作岗位

的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教

师杨春林说，十几年来，为

适应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

培养的要求，浙江高考改

革的步伐从不间断。尤其

是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

革，以增加考生和高校的

选择性为突破口，有力地推动了综合性考试

不断趋向公平和科学。

牵一发而动全身，高考改革倒逼深化教育改革
40年来，高考改革不仅对我省基础教育

特别是高中教育的课程改革、教学改革带来

了影响，同时也倒逼高校改革招生和人才培

养模式。

2006年我省试点高中新课改，2009年推

出新课改高考方案；2012年全面深化高中新

课改，2014年又出台新的高考改革方案……

省教育考试院评价处处长李金波直言，我省

高考改革与高中课改是“互相促进、有效对

接”。在天台中学，学生成了新高考改革的受

益者。让学生“考自己所长”“考自己所好”的

顶层设计，使得“高中教育一心只为升学”的

氛围淡了。用校长郑志湖的话来说，新高考

改革必将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价值观、基础教

育课程观、学校管理架构、学生评价方式等发

生根本性的转变。

不久前，省教育厅确定浙江工业大学的

建筑学等200个本科专业和浙江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的药学等200个高职（高专）专业为省

高校“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随着新高

考改革的推进，高校会越来越重视修炼好内

功，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浙江理工大学招生

办主任高建明告诉记者，人才选拔方式的多

元以及生源结构的差异化增加，需要高校明

晰人才培养目标，安排好专业基础教学，选择

适合本专业的人才选拔方式，“以往的办学观

念显然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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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赶考人说

□李 慧

那年18，正是我情窦初开的人生阶段，却要

压制着其他一切欲望，几乎把所有原始野蛮的

或专属人类文明的冲动力量全部通过一个管道

供给一个任务，一个可能会关乎阶层晋级和未

来老婆颜值的任务——高考。

别笑话我，当年的我无路可选，在当时懵懂

的我看来，不通过高考而实现自己梦想的概率

很低，而我把这个概率让给了韩寒，是的，至少

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在知识结构的广度上，高考前后的那段时

间是达到我人生巅峰的，现在看到什么元素周

期表、各类力学公式、历史编年表，就像是看到

自己失忆前的女友一般，曾经朝夕相处、相濡以

沫，而今却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那年夏天的我及小伙伴们是疯魔的状态，毕

业后大家互道“病友珍重”。幸亏我们学的不是

九阴真经，否则个个如欧阳锋般着火入魔。除了

上厕所和吃饭，太阳公公根本看不见我们，暮光

中离家赴校，月光下结伴回府。于是，几个月不

见太阳的班花们个个肤若凝脂、白白嫩嫩，心事

重重、满脑题库的我，为了消除脑部疲劳，只好多

看几眼便发乎于情，止乎于礼，钛合金般的自制

能力从此奠定基础。

考政治之前的中午，老娘给我煮了一份鲫鱼

豆腐汤补补，那个香啊，我几下扒完。正准备一甩

头发赴战场的时候，悲剧发生了，一根鱼刺深深地

爱上了我的喉咙，吞饭团吞醋几番折腾无果，只好

歪着脖子上战场了。监考老师没管我，可能觉得

我这是先天的，所以她不忍问，怕伤了一个脖子有

残疾孩子的自尊。后来，政治我没考好。

考语文就拽了，绝对属于高分，三层楼那么

高。作文题目比较有意思，是“假如记忆可以移

植”，这不是给我量身定做的吗。很快，一篇糅

合了悬疑、科幻、动作的剧本就横空出世了。

想知道我写了什么吗？故事是这样的，一

个警察帅哥阳光正义、亲和有礼，但总是莫名其

妙忏悔自己的罪恶，并有严重暴力倾向。心理

医生的报告认为他存在严重的双重人格。帅哥

为了查清病因，偷看了警局的机密文件，发现自

己是为了侦破一起连环凶杀案而自愿植入了在

押嫌疑案犯的记忆细胞切片。根据该移植的记

忆，警方找到了关键证据，凶案告破。之后，帅

哥被删除了移植进去的记忆，但似乎这个手术

不太完美。故事的最后是，帅哥盗取了记忆移

植技术并杀害实验室守卫后失踪了……

我也不知道是帅哥本身的恶性被诱发了，

还是凶犯在他脑子里的留存记忆发酵了，反正

这个答案应该属于第二季的故事了。可惜啊，

我没有第二次高考，哦，不，是可喜，我可不愿再

经历了。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 1999级优秀校友，
现为律师）

□尚 可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年一

度的高考已如期而过。我深情地目送

着我的高三学生们考完试后远去的背

影，满满的，只有爱。

记得我当时刚读高二，我以高二

学生的身份参加了那年预考，并顺利

入 围 1978 年 春 季 恢 复 后 的 首 届 高

考。我虽然没有被录取，但也是难忘

的一次人生体验。记得是 1978 年 7 月

中下旬的几个炎热天，我在淳安县汾

口中学参加了语文、数学、政治、物

理、化学的理科考试，并被录取进了

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这于我是极

其幸运的：高二应届毕业便赶上了

1978 年夏季的高考，并以 17 虚岁的年

龄跨入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大多数时间都在

从事高中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可以

说，亲历或是见证了高考制度和方案

演变的 40 年历程。从 1977 年恢复高

考到 1983 年增加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从 1985 年开始的保送生招生试点到

1990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并正式实行标

准化；从 1994 年的统一录取缴费上学

到 1996 年国家不包分配；从 1999 年高

校进入大扩招时代及广东“3+x”高考

率先亮相到2001年高考取消年龄和婚

姻限制；从2003年高考由7月7日提前

至6月7日开始到2004年分省命题“家

乡卷”的出现；从2007年教育部直属师

范大学免费师范生招生到2012年异地

高考的出现；从 2014 年高考制度改革

全面启动到上海、浙江新高考的率先

试点，尤其是浙江省从 2006 年三批次

高考及招生方案到2012年深化课改方

案的实施，再到 2014 年革命性的新高

考方案的实施……40年的高考改革历

程折射出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巨人腾飞

的轨迹，体现的是党和政府对高考的

高度重视，体现的是社会对高考的巨

大关注以及对高考改革的诉求，体现

的是对公正、公平的热切呼唤和不懈

追求，体现的是对选拔和培养什么样

的人的审视和引导，体现的是社会对

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素质教育改革

的引领与促进，体现的是对减轻学生

负担的热切呼声以及对各类学生的人

文关怀。

40 年，风雨激荡；40 年，弹指一挥

间。40 年后，我作为一个高考考点的

主考，拥抱着、目送着我的学生一个个

步入考场，心中感慨万千。他们中的

许多人总是把高考当作负担，甚至是

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而在我看来，

高考是一次需要我们张开双臂拥抱的

机遇。正因如此，拥有高考机遇的我

们是何其幸运，我们又该何其珍惜高

考的机会。

今年高考是浙江成为综合改革试

点省后的首次高考。在我看来，首届

新高考意义非凡，其破冰的意义在一

定程度上也许可与1977年的恢复高考

相提并论。浙江的新高考方案伴随着

课程改革同步进行，它首次取消了文

理分科，而且是科目选考、一科两考、

一年两考、按比划等、等级赋分，这些

核心内容都有其实践基础和历史渊

源。像老高考方案中，报考重点大学的

考生需加考选考综合，从 18 个模块中

选取6个模块答题；技术也已成为报考

第三批院校的必考科目，而且和外语听

力一样，有两次考试的机会……凡此种

种，都可窥见新老高考的传承和延续，

诸多老经验仍然适用。

也许，未来很长时期内，一年一度

的高考仍将会如期而至。我相信，高

考不止，高考永远是热点！高考不止，

高考改革永远不息！作为教育工作者

的我，也将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相信不负初心，方得始终；念念不

忘，必有回响！

（作者系杭州高级中学党委书记、
校长，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我为高考热泪盈眶

盘点浙江高考40年

18岁那年，我写了一个科幻故事

一
九
七
七
年
，中
断
了
十
一
年
的
高

考
恢
复
，考
生
们
积
极
赴
考
。

1999年·赶考人说

二
〇
一
七
年
高
考
开
考
前
，杭
州
高
级
中
学
教
师
身
着

红
衣
为
学
生
送
考
，给
考
生
加
油
鼓
劲
。

（
本
报
通
讯
员

李

忠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