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离大考还有半个月，
同学们紧张得如履薄冰，因为
我们上届毕业生考上大学的太
少。班主任让我们放松心态，
晚上复习不准超过 9点，每晚
他亲自关灯，让大家有个好的
睡眠。

当时学校正巧要举行歌咏
比赛，老师动员大家都参加，
复习间隙练唱半个小时，放松
放松。后来我们班演唱的《保
卫黄河》 一举拿下全校第一
名。这次活动还真奏效，让近
几个月的紧张氛围烟消云散，
大家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度过
最后冲刺阶段。

根据当年的规定，参加高
考的考生在高考前填报志愿，
分“理工医农类”和“文史
类”。我填报的是“理工医农
类”，报考志愿表分两张，第一
张志愿表可填报 5 所重点大
学，前3所院校每校可填报3个
专业，后2所院校每校可填报2
个专业。第二张志愿表可填报
非重点大学 5所。由于父亲是
老师还教我们毕业班，受家庭
教 育 影 响 ， 我 与 师 范 院 校

“杠”上了，我的两张志愿表中
的前二个院校都填报了师范院
校。

那时，高考录取通知书的
信封都是我们自己在开考前填
志愿时一起填写，目的是收信
地址自己填更准确些，保证万
无一失。

日子到了，同学们准备赴
滕县去“赶考”，那一年，枣庄
市唯一一个考点设在滕县，全
市“赶考”的高中毕业生都往
那里奔，在大考头一天，全班
同学在跟班学科老师的带领
下，每人花 3毛钱坐火车到达
滕县，当迈进考点大门时，“一
颗红心，两种准备”，“年青人
站出来，让祖国挑选”的大红
标语映入眼帘，考场纪律和规
则张贴在显眼位置。

开考了，当手中拿起印有
“全国统一高考试卷”时，参考
的学生们都感到无比神圣，面
对“全国”字样，好似“进京
赶考”，让人肃然起敬，铃声一
响，拿到试题一瞬间，脑子一
片空白，稍停片刻，做题的思
路像开闸放水一样，由于我们

考前劳逸
结合，轻松
自如地完成了使命。

当时正值炎夏，虽刚下过
一场雷雨，但仍很闷热，教室
内聚坐了 40多名考生，考生们
大汗淋漓，60 年代没有电风
扇，准许带手帕或毛巾擦汗，
一场考试下来，我带的毛巾和
身上穿的汗衫都湿透了，考最
后一门时，由于天热，我也没
注意，头上的汗没及时用毛巾
擦，一滴滴落到做完的试卷
上，这可怎么得了，监考老师
拿来一把扇子，对着“汗花”
使劲扇，赶在结束考试的钟声
之前让“汗花”时隐时现，只
能这样了，“听天由命”吧！后
经主考官认定，没事！虚惊一
场。

考完回家度暑假，等待的
日子不好过，寝食难安，一天
下午，邮递员的铃声响起，鸿
雁传书送喜讯，当我收到由我
自己书写信皮的大学录取通知
书时，激动不已，终于园了当
人民教师的梦。

“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又到高考时节了，每当
这个时刻，我总忘不了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年高考时光。

高考前，
我们参加了
学校的歌唱比赛

发言人：戴忠群 职业：退休人员

”

复读后，
我比以往更努力了

“

”

历经了三次高考，我更清楚，苦难就是大学，人生中的
高考本来就不止一次，我不会躲避退缩；我也不后悔当初的
选择，因为成长中，高考只是一个过路站，却不是终点站；
高考给的是一份机缘，而不是一场终结。

我经历了三次高考

发言人：王继军 职业：教师

“ ”

18岁高三那年，为了考上
心中理想的大学，从 5月份开
始，我和同学们便进入了紧张
激烈的高考冲刺阶段。学校为
了全面提高升学率，不仅要求
我们白天正常上课，晚上也规
定了 2 个小时的晚自习时间，
而且还把每周的体育课一压再
压，每天除了老师例行的讲课
复习外，剩下的时间基本上就
是考试和做题目。每晚结束了
晚自习，疲惫地回到家里，放
下书包，紧绷的神经来不及
舒缓一下，又一头扎进书堆
里，挑灯夜战，做着一套又一
套试卷，解着一道又一道试
题。母亲看着我这样辛苦努
力，除了给我买来牛奶、麦乳
精等保建营养品外，还找来偏
方，把黄豆磨成粉，拌上红糖
和芝麻，每晚都用开水冲成糊
状，送到我的桌前。吃了母亲
的偏方，我精力特别旺盛，晚
上学到很晚，竟不觉得累，更

让人高兴的是，我在随后的预
考中，以班上第三名、年级第
十名的成绩成了学校圈定的重
点培养的对象。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
高考的日子。7月 7日这天，母
亲一大早就起来了，给我煮了两
个鸡蛋，嘱我吃过早点后带在路
上吃。吃过早点，父亲陪着我一
起来到了学校，临进校门的那一
刻，父亲重重地拍着肩膀对我
说：“别紧张，要相信自己，一定
要看清题目后再做，做完后要
多检查几遍，细心点，爸等着
你的好消息。”然而，我一走进
考场，就觉得头昏脑胀，心跳
加快，呼吸紧张，望着手中的
试卷，大脑里顿时一片空白，
一些原来做过的题目，竟找不
到解题思路，一些原本很容易
的基本概念，此刻在我心中也
变得模棱两可起来。三天考下
来，我茫然失措，如坠谷底。
结果可想而知，我落榜了！

得知消息，我躲在自己房
里，大哭一场。觉得对不起老
师、同学对我的期望，更对不
起母亲每晚为我泡牛奶、熬黄
豆芝麻糊的关爱。那一晚，母
亲轻声细语地敲开了我的房
门，把班主任老师和我要好的
几个同学让进了我的房里，大家
纷纷鼓励我要我振作起来。至
今，母亲当年的那句话，还如雷
贯耳，让我感动：“兵子，就是砸
锅卖铁，娘也要供你读上大学！”
我复读了，比以往也更勤奋了，
同时，还有意识的加强了体育锻
炼，每天清晨，围着校操场跑上
几圈后，再记单词，背语法。母
亲也依然每晚为我端来牛奶和
黄豆芝麻糊，感动之余，也给
我增添了更多的信心。

随后，在那个万人翘首以
盼的 7月，我平静从容地再次
走进了考场，靠着出色的发
挥，最终被省会一所重点大学
录取。

假如人生是一道旅程，那高考就是旅程中的一个驿站，每个人都希望昂首前行。高考是一段
重要历程，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不管你怎样分配它，高考都会如期到来。回首过往，
一年年高考改变了一代代人的命运。在奔腾的时代洪流中，裹挟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他们的故
事。属于你的时代是怎样的呢？属于你的高考记忆又是何种滋味？听不同年代的高考参与者，讲
述他们“那个年代，我的高考”。

那个年代那个年代 我的高考我的高考

发言人：刘小兵 职业：公司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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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时。看着迎考
的孩子们，我又想起了自己的高
考往事。

那时候的高考还没有提前，7
月的天很是炎热。6号晚上，宿
舍里下铺的同学把席子拖进拖
出，弄到深夜。我躺在上铺，迷
迷糊糊，出了一身汗，恍然睡
去。梦到母亲在忙着帮我摇蒲
扇，醒来时，天已微亮，有一丝
凉风从窗外掠进来。

7号开考，我拿着文具排队进
考场，猛然发现，人群中，父亲站在
警戒线外。来不及多说，我的目光
与父亲对视，分明能感受到父亲殷
切的期望。可是，月底去拿分数条
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要是再加几
分，你就可以够投档线了。

过了一个伤心的暑假，转眼 9
月来临，感到已经无书可读的我，
倍感失落。父亲悄悄提着五斤菜
籽油去一所高中找当校长的老同
学，让我去复读。六十多人的补习
班，最终四个人通过预考。还好，
我在里面。然而，高考中，英语最
后十道阅读理解题，我只是做在试
卷上，忘记涂上答题卡。失去了宝
贵的20分，我的大学梦再度破灭。

又是一个心痛的夏天。独自
坐在屋后的土丘上，我内心塞满
自责与懊恼。头顶的蝉不厌其烦
地叫着“知了、知了”，可是它们

并不知道，伤心，就是说不出的
痛。儿时的伙伴们在旁边的池塘
里捉鱼，我扎进水里，举起一尾
鲫鱼。一位大伯高声说，看这孩
子，念书不中，捉鱼倒是个好手。

“荷花又是一年香。”看到同
学接连不断去上大学，我默默承
受着落榜的痛苦，回想起走过的
路。父亲看出我心有不甘，说，

“只要你肯读，家里再苦，也会供
你念下去。”我知道，父亲当年就
是家里兄弟多，底子苦，尽管成
绩好，也只得半途而废进了工厂。

又一个 9月，父亲把家中饲
养的生猪卖掉，凑了一千元给我
去县城的退教协会报名上补习
班。痛定思痛的我，丝毫不敢懈
怠，因为我深知，家中的母亲节
衣缩食，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吃，
积攒起来为我凑着房租和生活费。

考前填志愿，父亲特地从乡
下赶来，让我把大家都不愿填的
一所市属高校补上去，说：“孩
子，多一个志愿就多一份希望。”

通知来了，正是父亲帮我选
的大专。参加工作后，看我那些
昔日同窗纷纷进城买房，而我还住
在学校的 10多平米楼梯间里，父
亲讪讪地对我说，娃，看来是我害
了你。我凝视着近视镜后那双历
经沧桑的眼睛，淡淡地回答：爹，没
什么，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她一直在等你拿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回家，而你在做
什么呢？”“如此差的成绩，你还好意思玩？”“不要贪玩了，
她在看着你呢！”“你现在这样的成绩，你能对得起她吗，不
要辜负她的心血！”一张张小纸条整齐地夹在我的书中。它
记录着我和妈妈的故事。

高考，藏着我和妈妈的故事

发言人：闫春旭 职业：在校大学生

“ ”

高考那年，我的书里夹了很
多张小纸条，每张纸条里都写着
只有我自己才懂的语言。那年高
三，我留起了长发、喜欢上了网
吧。从此开始了浑浑噩噩的生
活，晚上也不再回宿舍休息。第
一次期中考试，我考得很差，不
敢拿成绩单回家。当母亲从班主
任处得知成绩后，并没有埋怨半
句，只是继续做着家务活，把我
带回家的脏衣服洗干净。

从小到大，都是妈妈陪伴着
我。妈妈总嘱咐我，让我一定要
参加高考、上大学。可是现在，
贪玩的我却考出了如此差的成
绩。临回学校时，妈妈骑着电动
车把我送到了镇上。她给我带了
很多零食，面包、火腿肠、牛
奶、苹果等。家里有的，妈妈几
乎都塞到我的书包里。临上车
时，妈妈大声喊道：“在学校一定
要多吃点，多补充营养，不要学
到太晚……”车走了，妈妈还在
车站旁大声叫喊着，车上的好多
人都听到了！他们纷纷议论：“现
在的家长，为了孩子真是操碎了
心。”听到妈妈的叫喊声，我低下

了头，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第二天，我就把留了一年的

长头发剪掉了，手机也锁在了柜
子里。从那以后，书中的小纸条
就开始陪伴着我。为了告诫自
己，我把每张小纸条里都写上我
和妈妈的故事。每本书里放上几
张小纸条，上课前总要仔细看一
遍。想想在家辛苦操劳的妈妈，
想想妈妈期盼我捧着录取通知书
回家的眼神，我又有了学习的动
力。高三那一年，我再也没有留
过长发，再没有去过网吧。

高考的前一天，学校封校，
我把所有的书都带回了家。当高
考结束后，我竟然在校门口看到
了妈妈。妈妈拿着我的书，手中
攥着我所有的小纸条，亲切地大
声呼唤着：“考完了，我们回
家！”看到妈妈的到来，我欢喜地
狂奔过去。抱着妈妈大声哭着
说：“妈妈，我终于考完了，我真
的考完了！”

高考已经过去两年了，我的
书中还留着许许多多的小纸条。
纸条里不仅记录着我的高三生
活，还藏着我和妈妈的故事。

时光悠悠，岁月走远，回眸二十年前那段
艰苦拼搏的日子，感慨万千。高考不仅是人生
的竞技场，也是人间真情的聚集地，老师、同
学热情地鼓励，父母温馨地体贴，这一切都汇
成了无私地关爱，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动力，赋
予了我积极向上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