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图①：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
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资料照片）。
图②：1978年2月， 恢复高考后

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大学校门。这是
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资
料照片）。

图③：2013年4月20日，徐俊（左）
和苏缔光在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场草
坪上展示自己关于汶川记忆的感悟。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时，他们
都是紧张备战高考的高三学子。

图④：6月5日，载着600余名考生
的K5161次“高考专列”从内蒙古自治
区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驶出，赶往
130多公里以外的鄂伦春自治旗阿里
河镇，参加2017年全国高考。

图⑤：6月2日， 河北省衡水市冀
州中学高三学生在进行拓展训练，放
松心情。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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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这样一段经历，浸透着汗水，在记
忆中深深铭刻，直至几十年后回首，仍能
清楚记得当年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

有这样一个名词， 见证过一代代
人的青春时光， 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
盼与梦想。

高考！ 高考！ 40年前， 高考制度
的恢复， 开启了梦想的时代， 照亮了
中国的前程。

� � � � 1977年， 关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大门， 重新打
开。 570万出身不同、 年龄悬殊、 身份迥异的人， 涌
进考场……

正在地质队担任物探操作员的黄大年白天上班，晚
上在营营蚊雷中、昏昏油灯下刻苦攻读……最终，成为
27万“幸运儿”中的一员，通过高考叩开了大学的校门，
后来成为战略科学家，人生命运就此改变。

那个冬天，不仅是这些“追梦人”个体命运的拐点，
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

1977年8月初， 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
谈会，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得到邓小平明确
支持。 从8月中旬开到9月下旬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
议，在激烈的争论后最终达成共识，改变“推荐上大学”
的招生方法，恢复高考。

当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
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

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
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
学校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
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无数曾在迷茫与困顿中苦苦求索的青年，看到了希
望的曙光———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
到来了！

新华书店的一名老员工忆起，一套《数理化自学丛
书》的复习资料刚面世，就引发了全家出动连夜排队抢
购的壮观场面， 印刷厂也是日夜赶印， 但仍供不应求。
“有的人拿着小板凳，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是半
夜里来排队的。”

据统计，1977年和1978年两届考生共有1160万人。
对于当年高考的盛况，77级山东考生刘相至今记忆

犹新。“那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场景，不少父子、母女、兄弟、
姐妹、师生、夫妻携手同进一个考场，同挤‘独木桥’。”

那是积聚了太久的渴望， 那是压抑了太久的梦想，那
是一个国家重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旗的序曲……

1978年， 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
考后的首次招生。得知消息，张艺谋带着自己的摄
影作品跑到考场。彼时，他正在陕西农村插队，和
农民一起下地干了三年，后来被招到咸阳棉纺织
厂当搬运工，一干又是七年。后来，张艺谋如愿
考上北影，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恢复高考就像“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
进来的那束光， 让人们在快要闷得透不
过气来时， 看到的那个小孔的光亮”。
在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的历史
学者雷颐看来， 中国人后来笃信“知
识改变命运” 这句话， 印证着恢复
高考后， 知识被重新赋予了足够的
尊严与价值。

� � � �高考制度恢复这40年，是中国教育事业取得显著进展
的40年，也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的40年：

40年来，以高考为入口的高等教育硕果累累。“十二
五”期间，普通本科高校5年累计输送近2000万专业人
才， 为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 职业教育每年为各行各业输送近1000万技术技能
人才， 开展各类培训达到上亿人次。2016年， 全国共有
118所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 获得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三大奖通用项目172项， 占通用项目总数的77.8%，再
创历史新高。

“高考虽然表面上看仅仅是教育考试，但能否选拔
出合适的人才进入大学深造，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
刻的影响。”刘海峰指出，恢复高考前三年，有90多万人
才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这批人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
成为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中国30多年
来经济起飞和高考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

已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浪潮集团董事长的孙丕恕，
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前行的目标。

“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二批大学生，怀着报效国家的理
想和抱负，很有干劲。”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孙丕
恕来到浪潮集团的前身山东电子设备厂工作。 尽管当时
“下海潮”盛行，孙丕恕仍专心科研，致力报国。10年后，他
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小型机服务器， 奠定了事业的根基。而
现在， 浪潮集团为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提供IT产品和服
务，重大项目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一半的国家。

40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开启了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春
天。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高考制度为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保证和智力
支持。

经历三次高考，俞敏洪实现了自己走出乡村、接受高等
教育的梦想；通过创业兴办教育，他又让教育的梦想照进更
多人的生活。

近年来， 在人民日益增长的受教育需求和教育改革
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高考改革也在探索新路径、新手段中
不断向纵深推进。

2017年，是新高考改革落地元年，以上海、浙江为代表
推进的改革试点正在探索完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
录取”的招考方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
体制机制，为“不拘一格选人才”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姜钢认为， 除了选拔功能，高
考因其连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阶段主渠道的特殊地
位，对于高中乃至整个基础教育教学，客观上还发挥
着“指挥棒”的作用。为此，高考的功能定位、内容改
革及命题实施， 也应为推动党的教育方针和素质
教育理念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深入实施发挥关键
的导向作用。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着这样一个把国

家与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考试制度。
“目前，我国正处于教育大国、人力资源大

国向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过程中，
新的时代格局、新的人才观对考试招生制度
和人才选拔提出了新的要求。” 姜钢认为，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
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
人才支撑。

40载光阴荏苒， 岁月将一段段
轰轰烈烈的往事定格成一幕幕全
民的集体记忆，历久弥新。

40载岁月如歌，已是“不惑”
之年的高考， 依然继续着选拔
人才、服务国家的神圣使命。

今年，近千万考生将走进
考场。虽然，一张张考卷早已
不是决定个人前途命运的
唯一凭证，更不是成长成
才的唯一钥匙， 但它依
然寄托着莘莘学子不
负青春的誓言， 寄托
着国家和民族对美
好未来的期许。
（据新华社北京
6月5日电）

当梦想照亮中国
———写在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之际

梦想为未来凝聚力量：
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

� � � �芒种时节，我们迎来了2017年高考。对全国近千万考生来说，
这是他们人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把视野投向更广阔的历史，今年是
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回首来时路，一部高考编年史，刻印下一代代
人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曲折历程，带给我们走向
未来的力量与启示。

梦想一旦燃烧起来，将会怎样震撼世界？40年前，历史的一幕已
经给出了答案。1977年，在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和大力支持下，国务
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关闭已久的
高考之门再次打开，举国上下为之欢腾，一个新时代随之开启。对当时
数以百万计的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冬天里的春天”。当他们从农村、从
工厂、从牧区、从学校、从营房，从一切梦想之火被点燃的地方涌向考
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已经来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新成为
社会共识，通过努力奋斗、公平竞争改变个体命运成为新的希望。40年来，
无数个令人感奋的高考故事，已经积淀为深刻的集体记忆。事实证明，高
考制度符合国情，焕发了我国科教事业的生机活力，选拔了千百万优秀学
子，这既是普通人实现梦想、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更是培育人才、实现中国
梦的重要制度支撑。

时代在变，高考也在变。考试时间从7月改为6月，招生制度从定向招生到
“双轨制”再到实行“并轨”，考试科目从“文6理7”到“3＋2”“3＋X”“3＋3”……40
年来，高考制度尽管有待不断完善，但始终与时代发展息息相通，在探索中前
进、在改革中发展。当前，我国社会正在深刻转型，高考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在
迈向世界科技强国、 教育强国的时代进程中， 如何更好发挥高考作为教育改革
“指挥棒”的作用，进一步破解科学性、公平性等时代课题，让现代版“抡才大典”更
加成熟完善，事关莘莘学子、千家万户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

“惟公则生明”，让高考制度更加公平合理，是人们的共同期盼，也是制度的公
信力所在。40年前，一张考卷打破了阶级出身等限制，提供了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竞
争舞台，追求公平成为高考与生俱来的基因。从取消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到实施“异
地高考”，再到面向贫困地区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
多年来，一系列改革举措凸显促进公平的价值取向。在利益日益多元、教育发展尚不均
衡的今天，更好发挥高考作为教育公平“压舱石”的作用，更加需要通过深化改革革除积
弊、消除壁垒，通过统筹协调兼顾各方利益，从而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大地，点亮更多
人的梦想。

“不拘一格降人才”，让高考制度更加科学有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制度的
生命力所在。高考考什么、怎么考，决定学子们的努力方向，关乎识才选才育才的根本大计。
从较为单一的知识考察到逐渐增加的能力测试，从“一考定终身”到“分类考试、综合评价、
多元录取”，以更具科学性的考试内容和招录方式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为高校输送更多“好
苗子”，始终是高考改革的重要方向。面向未来，只有立足实际、遵循规律、敢闯敢试，才能更好
发挥高考作为人才选拔“风向标”的作用，为深化教育改革、培养优秀人才注入强劲动力。

光阴荏苒，四十不惑。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过去、凝望现在、展望未来，当年千军万马相
争的“独木桥”正变成终身学习的“立交桥”，全球化背景下更加开放的教育环境和资源配置，让
我们能以平常心来看待高考、理解高考。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高考如何变革，中国人对知识的尊
崇、对梦想的追求从未改变。在这张永无止境的答卷上，每一代人都面临着各自的考题，都应当也
必将作出精彩的解答。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书写更加精彩的
梦想答卷

新华社评论员

梦想破土而出：
1977，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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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恢复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打破的情况下进
行的，它的意义远远超出教育本身，成为全国思想解放
的先导，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院长刘海峰说。

如果说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奏响了改革开放交
响曲的序曲，那么40年来高考制度的不断完善，则是改
革浪潮不断向前的有力见证。

从1983年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
行业的定向招生，到1985年“双轨制”和“自费生”出现，
再到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 从早期理科7
门、文科6门的考试科目，到1999年开始推行“3＋X”的
科目设置，再到2017年即将在上海、浙江试行的“3＋3”
考试科目……高考改革在人民群众的期待中摸索前行，
在国家发展的需求中积极求解。

从 2001年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 ，到
2014年28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
问题，5.6万名学生在居住地参考；从2012年开始面向
贫困地区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 到2015年对
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平等机会和合理便利做出明确
规定……高考改革不断向着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方
向努力。

从2003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重点院校被
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

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
自主招生，再到2014年底，教育部出台规定，改变成绩是
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高考不断打破“一考定终身”
“唯分取人”的窠臼，变得更加灵活多元。

根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期评估报告，截至2014年底，我国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7.5%， 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3559万人，居世界第一。 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将达到50%。

“回想40年前，我国还在强调‘两基攻坚’，即基本普
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那时，高等教育尚处
在精英教育阶段。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现在，
高等教育正向大众化、普及化的阶段迈进。 ”

高考制度的改革，印证着时代的进步；而高考内容
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脚步。

1978年夏天，已是大一新生的甘福保去高招办买了
一份当年的试卷。 从那以后，他就像上瘾一般，每年都收
藏一份。 如今，他已经连续收藏了39份高考试卷。

这位家住江西南昌蓼洲街社区的70岁老人，已成为
高考风雨变迁40年的见证者。

甘福保喜欢研究这些试卷，喜欢琢磨每份试卷烙上
的时代印记：从1977年的高考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
年里”，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毁树容易种树难”，再到

二十一世纪之后的“隐形
的翅膀”“袁隆平的获奖
感言”，关注社会热点的
作文题目逐渐取代宏
大的政治命题。 高考
作文对多样化视角
与个性化表达的
日益重视， 彰显
了社会的进步
与 时 代 的 变
迁，让这位古
稀老人感慨
万千。

改革为梦想披荆斩棘：
40年风雨变迁， 高考点亮更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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