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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我的 1987年高考

� � 1987 年，我以隆尧二中最好
的成绩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
（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现在
是邢台轧辊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副经理。 在“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的年代，我和同学们学
习考试的压力，不是来自家庭的
关注，而是来自对未来命运的担
忧。

挤独木桥
1987 年高考， 升学率不到

10%， 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
桥”。

我所在的毕业年级，应届班
6 个复读班 4 个，近一半的学生，
不止参加了一次高考。 我同学的
哥哥，复读六年了，我和同学考
走后，他还在复读。

20 世纪 80 年代， 改革开放
伊始，内陆地区没有商人、没有
企业家， 人们只有两个身份：农
民和工人，且只能从二者选择其
一。

当时， 农民面朝黄土背朝
天，辛勤劳作只能糊口；而工人
领工资国家分房，待遇优厚生活
体面。 农民只要考上大学，就会
拥有后者的一切，考不上，只能
回家种田。

别无选择，农家子弟为了改
变命运，一年年一次次前赴后继

争相越“龙门”。

考试那三天

每个学生都很努力，考前一
两个月， 老师就放了学生“鸽
子”。

学生按自己的计划学习，可
以去教室，也可以在家。 老师像
是坐诊医生，每天坐班，有问题
解答，没有问题也不多管。 同学
们看起来散漫， 实际上都很刻
苦。

28 年过去了，我还清楚记着
1987年 7月，7日、8日、9日这三
天。

第一天：鸡蛋

早晨，妈妈早早给我做好了
早餐，里面有根筷子，上面串着
两个鸡蛋。 她说：“听说吃了这个
能考 100分，你吃了吧。 ”筷子上
串两个鸡蛋，是我的父母为我高
考做的全部的事情。 吃完早餐，
我像平时上学一样，蹬着自行车
赶往 3 公里外的隆尧二中，参加
决定命运的高考。

第二天：西瓜

上午，考得是数学，是我最
喜欢的学科。 考完以后，五六个
同学给数学老师泗敬国汇报，泗
老师听说考得不错，一高兴就请
我们吃西瓜。 当时，人们一个月
工资只有几十块钱， 买个西瓜，
已经是很奢侈了。

第三天：估分

全部科目考完， 当天晚上，
我和同学们把答题内容，凭记忆
写下来。 接下来的两天里，要凭
这些内容， 决定自己报考的学
校。 参照老师给的答案，估出
来自己考的分数，对照前几年
各高校录取分数线 ， 填报志
愿。 当时，我只估了 500 分，填
报了北京钢铁学院，分数出来
540 分， 超出了当年的清华大
学分数线。 错过了也不觉得可
惜，因为不敢估高了，第一志愿
走落空了，就很难有好学校录取
了。
（讲述人：马庆革 整理人：米京涛）

生命中的彩虹桥
� � 又是一年高考时， 在学生时代
极具意义的时刻， 每一个经历过的
人心间都会有一番别样的滋味。 我
也不例外， 甚至会比别人更加频繁
而细腻地去回忆当年。因为，我已经
以一名中学教师的角色再次和“高
考”有了交集。

有人说高考是一座独木桥，有
人说高考是一架登天梯。 在我的心
里，高考更像一拱彩虹桥，充满了青
春的色彩，承载了美丽的梦想，又连
接了生命中的此岸与彼岸。

我的家乡是开发区留村镇善下
南街，四邻八乡都很出名，村中走出
了不少考上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
生。每天眼见父母亲的辛劳，我体会
到了“锄禾日当午”的不易。 随着年
龄增长， 一个单纯的梦想慢慢生根
发芽：想到村子以外去看看！用最近
的流行话表达就是：世界那么大，我
想去看看！

怎样实现梦想？ 只有努力读书
这一条道儿！ 2000 年，我从乡中考
到了沙河市第一中学。 3 年来我像
一只蜗牛， 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向前

方爬……
生活总有数不 清 的 意 外 。

2003 年， 在接近高考的冲刺线
时，“非典”先一步来了。 同样记
忆深刻的还有当年难度系数极
高的数学考题。 分数出来，填报
志愿后，我虽然被一所大学录取，
但远远低于期望值。

痛苦的纠结和思考， 我选择复
读之路。复读压力明显增大，甚至常
常失眠或者是被噩梦惊醒， 也常常
怀疑选择再一次的高考会不会收获
满意。

直到有一天， 一个雷雨过后的
傍晚，天空中出现一架绚丽的彩虹，
我释然了， 那架彩虹就是一种好运
的启示。 放下顾虑，奋力前行，复
读的 9 个月里，我每天第一个到
达教室， 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就
连洗澡片刻都在思考学习中遇
到的问题。“如今回想起来，能够
全力以赴地去做事，是一种幸福
的人生体验。 而这样的时段其实
并不常有。”2004 年，我考进河北
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选读了最爱的地理科学专业。
大学生活，全新的视野和体验，

生活充实又知足，大学毕业后，经过
层层选拔， 我成功以本科生身份进
入省级重点中学河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选择教师职业， 高考经历起到
很重要的影响。 我从心底对读书和
教育充满感恩与敬重， 工作中也充
满干劲，在全国、省级地理优质课评
选活动中屡获一等奖，并被评为“全
国优秀科技辅导员”。 也正是这样，
在今天以至未来的很多年， 我都会
和高考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学生
为了高考梦想努力前行， 这也成了
我的高考梦。

11 年过去了，再转身，高考
不是一架独木桥，也不是可以直
达梦想天堂的天梯 。 在我的心
中，它是一拱充满绚丽色彩的彩
虹桥，承载了多彩的理想 ，将人
送达另一个阶段，在崭新的世界
里每个人又再次出发，去冲刺人
生的“高考梦”。
（讲述人：赵芳芳 整理人：周潇潇）

怀念那段秉烛夜读的日子
� � 又是一年高考季， 莘莘学子寒
窗十余载，终于要一展身手了。

作为 1999 年高考的亲历者，每
每到这个时候， 自己经历的那段校
园时光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我就读于邢台县浆水中学，属
于住宿生。高二文理分班之后，我和
小伙伴儿们终日埋没到书山卷海之
中， 大家你追我赶， 生怕被甩在后
面，说披星戴月毫不夸张。

每天清晨不到 6 点， 学校头遍
铃声响起，香甜的睡梦被惊醒。每天
的这个时候，我都要和自己进行一
番决斗。 起来？ 再睡会儿！ 如是
反复想着 ， 直到第三遍铃声响
起，我快速穿上衣裤，箭步飞奔到操
场出早操。

两节课的晨读过后， 上午 4 节
课，下午 3节课，晚上还有三节晚自

习。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天上早已
挂满了星星。

平日里学习相当紧张， 以至于
大家睡眠不足。课间休息时，老师前
脚刚离开教室，讲台下趴下一片。为
了短暂的 10 分钟休息时间，很多同
学都舍不得上厕所。

转眼到了高三， 蜡烛成了每位
同学的必备之物。晚上 10点教室断
电。为了多看几眼书，小伙伴们纷纷
点亮蜡烛复习备考。 高考的日子日
益临近，教室里的气氛越发紧张，上
课期间空气都像凝滞了， 教室里也
静得出奇，埋头看书者、冥思苦想者
大有人在， 火红的烛光映红了整个
教室， 每个跳动的火苗之后都是满
满的信心与希冀。

高考前夕，因为紧张，很多同学
出现严重不适， 或拉肚子或感冒发

烧，同学、家长以及班主任老师真真
地捏一把汗。

经过整整 3 年备战，终于，大家
走上了考场。历经两天考验与洗礼，
当年 9月，我踏进了大学的校门。

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当初的坚
持与努力， 或许我们会走另外不同
的生活道路， 我可能会像父辈们一
样走不出山村， 至少生活的步履不
像现在这般轻盈。 很难说高考会给
我们带来多少机遇和财富， 但高考
前夕那种向上、拼搏、持之以恒的精
神，让我受益终生。

由衷地怀念和感激曾经秉烛夜
读的日子， 也真诚地祝愿每一位考
生在即将到来的高考中都取得优异
的成绩， 并在以后的人生考场上继
续积极向上、勇往直前。
（讲述人：范玉歧 整理人：尹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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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韩迎新不慎将中级保

育员资格证丢失， 证号
为：1404050000401783，声
明作废。

声明
邢台聚岩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不慎将公章丢
失 ， 公 章 编 号 ：
1305250100389， 声明作
废。

声明
马亮不慎将道路运输

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820020009000308， 声
明作废。

灭失声明
赵振强名下机动车冀

E3Z545， 车 辆 型 号
SVW7182CQI， 车辆识别代号
LSVJN133062128878， 发动机
号：BKT。此车为黄标车，由于
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销登记
的相关政策规定，已将此车辆
自行解体，因此产生的一切纠
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同
时该车车辆登记证书、 行驶
证、牌照已丢失，现申请办理
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
凡文刚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820020011001458， 声
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

定于 2015年 6 月 15 日 10
时在宁晋县小南海拍卖厅
公开拍卖： 宁晋县东汪镇
中学整体资产一处。 有意
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及保
证金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
16 时前到宁晋县小南海
拍卖厅办理竞买手续。

展样时间：2015 年 6
月 11日—12日

咨 询 电 话 ：0319—
5789712���2211060
�������公司地址： 邢台市中
华大街 158号

河北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