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胡晓建 胡忠国

6月7日早上8时55分， 邵阳市第六中
学高考考点，离进入考场的最后时间仅剩
下5分钟了， 通过该考点门口安检通道的
考生，已寥寥无几。

突然，两台警用摩托车先后驶来。3名
女同学匆匆从摩托车上下来，在工作人员
的协助下顺利通过安检奔向考场。 此时，
离开考时间仅剩最后一分钟了。原来，这3
名同学因为慌张，走错了考场。

把3名女同学送到考场的是： 邵阳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大祥大队陈佳、姚孟涛等
民警。

陈佳告诉记者，当时，她正在邵阳市
二中附近戴家路、 科文书店路口执勤。突
然，一位女同学哭着跑到她面前说：“民警
姐姐，快帮帮我，我们走错考场了！”

陈佳吃了一惊，连忙问：“你们在哪个
考场？”“我们在邵阳市六中。”

河对岸就是六中， 虽然抬头可见，可
中间隔了一条宽阔的邵水河，中间没有桥
梁直接相连。从邵阳市二中走邵水桥到邵

阳市六中，走路至少要20分钟。此时，已是
8时50分，离开考仅10分钟了。

时间紧急， 陈佳立即吩咐姚孟涛、贺
国华，开来警车与警用摩托车，安排贺国
华驾驶警用摩托车搭载一位女同学在前
边开道，自己与姚孟涛驾驶警车带着另外
两位女同学紧随其后。

时间就是3个女孩的前途! 民警一路
疾驰，插戴家路，上邵水桥，进入邵水东
路。5分钟后，3名女同学顺利抵达邵阳市
六中考点。

看着3名女同学顺利进入考场， 民警
们才放心地走开，继续巡逻在邵阳高考安
保的道路上。这一幕，赢得现场送考家长
的阵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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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曾欢欢 李妍蓉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1966年高中毕业，1977年重新跨入高
考考场，此间漫长的11年时光里，湖南大
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政清曾无数次
感叹遥不可及的科学家梦想。直至高考恢
复再次点燃希望， 考取湖南大学力学专
业。随后的一路，陈政清都在和时间赛跑，
追赶科学家梦想。6月7日， 陈政清院士深
情回忆起自己当年的高考经历。

“我的高考迟到了11年”

1977年10月21日， 国内各大媒体公
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一特大喜讯激活
了数百万知识青年荒芜的心田。

40多年过去了，陈政清仍清晰地记得
那一幕。母亲赶了一天的路，从湘潭老家
来了。当时正在岳阳钱粮湖农场总场中学
教书的陈政清看到母亲的身影出现在教
室外，第一反应是出大事了！

“果然是大事！是国家准备恢复高考
了！”对于母亲捎来的这个消息，陈政清第
一反应是完全不敢相信。因为这比国家公
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早20天，母亲是从在湖
南大学教书的大姐处获知后，特意赶来告
诉他的。

1947年， 陈政清出生在湖南省湘潭
市一个商店职员家庭， 从小就向往当一
名科学家。然而，正当他信心满满准备报
考半导体专业时，1966年6月， 国家决定
推迟高考，随后高考停考，这让陈政清傻
了眼。

1968年12月，陈政清被下放到岳阳市
钱粮湖农场当知青。那是一段漫长又迷茫
的日子。1974年底， 感觉大学梦彻底破灭
了的陈政清结了婚，1976年当了父亲。

“直到高考恢复的消息完全公开，才
真正相信， 等了11年， 我终于等到了高
考！”陈政清说。

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起走进
高考考场

相较于很多荒废了学业的考生，对学
习有着惊人的热情的陈政清对高考信心
满满。

到钱粮湖农场的第三年， 陈政清被
“选拔”到农场七分场中学当初中老师。两
年后，又被“提拔”为总场中学高中老师。
利用教书的机会，陈政清如饥似渴地阅读
了大量书籍，农村夏天蚊子多，陈政清就
穿上长筒胶鞋看书。

就这样，陈政清一边当着高考补习班
的老师，一边自己复习，一个多月后的冬
天，30岁的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起走进了高
考考场。

那年高考语文题的难度，陈政清觉得
连今天的初中都不如。 他记得很清楚，第
一题是把一句拼音写成汉字， 作文题是
《心中有话向党说》。

“那年的数学最后一道题是有点难度
的高等数学基础题，基本上没人做出来。”
自学完高等数学的陈政清记得考完数学
出来，他一下子就被大家围住了。那年，陈
政清数学成绩考了岳阳地区第一名。

很快， 陈政清等来了录取通知书，通
知书上写着“湖南大学力学专业”。

与时间赛跑，追赶科学家梦想

1978年3月入校，陈政清已经31岁了，
是全班年龄最大的同学。

面对迟来的学习机会，陈政清十分珍
惜。对77级而言，最大的学习困难是学英
语，大家几乎都是从零开始。比起同样从

零开始的同学们，陈政清学英语还有一样
额外的困难。“我有神经性耳聋，高音频的
音标听不太清，第一堂英语课几乎没有听
懂教授的一句话。”为此，他咬牙花“巨资”
买了一个收音机， 连睡觉都戴着耳机听，
一个星期后才开始听懂课。英语书不离手
更是标准配置，每晚10时熄灯后在路灯下
看半小时，每天早上6时起床晨读一小时。
四年坚持下，英语不再是难题。

随着时间推移和学习的深入，陈政清
开始领悟到力学科学的无穷奥妙。在湖南
大学7年， 陈政清师从当时被誉为国内塑
性力学“三巨头”之一的熊祝华教授和结
构力学的王磊教授，相继获得学士、硕士
学位。在那个研究生像大熊猫一样珍贵的
年代，他没有忙着找工作和赚钱，而是继
续和时间赛跑,追赶科学家梦想。1984年，
又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固体力学的博士
研究生，师从清华大学杜庆华教授（后成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嵇醒教授。

陈政清对学习有着惊人的热情。博士
毕业时已经40岁的他，仍然一有学习机会
就抓住不放。1991年， 英国有一个面向中
国政府的专项资助项目，陈政清顺利地通
过了由英方组织的考试，考取了英国文化
委员会奖学金。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习
期间，他学习到了结构抗风与减振的最前
沿科研成果。

此后，陈政清在柔性桥梁非线性设计
理论和抗风理论与应用研究、结构减振技
术领域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 曾先后3次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

“我的经历是很多这个年代科学家的
共同经历。相较于后人而言，可能我们的
路漫长了点，但我不论对理想还是对学习
科研，都持之以恒，这样才能抓住机遇。我
相信，今天的学子们在成长道路上，同样
需要这种坚持精神。” 陈政清说。

2018高考全国卷I
作文题解读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余蓉） 今天是
“世纪宝宝”跨入高考考场，进行人生第一场重
要考试的日子。 巧得很，2018高考全国卷I作文
题也聚焦“世纪宝宝”，请他们关注自己，关注中
国，给2035年的18岁少年写一封信。

2000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2008
年， 汶川大地震， 北京奥运会；2013年，“天宫一
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精
准扶贫”开始推动；2017年，网民规模达7.72亿，
互联网普及率超全球平均水平；2018年，“世纪宝
宝”一代长大成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文材料
主体既罗列了中国人奋勇拼搏取得的成就，也提
示了中华民族所经受的磨难以及存在的问题。

长沙市一中语文老师周玉龙认为， 题目出
得在“情理之中”，有意引导青年从自己的私域
空间走出来，感受现实、融入时代、憧憬未来，将
个人价值融入到家国情怀中，使年轻一代既感受
到这个时代给予自己的幸福、机会与际遇，也意
识到自己应负有的责任、使命与情怀，考察了考
生对“苦难”与“希望”、“过往”与“将来”的思辨能
力，也考察了他们的心胸与格局，担当与责任。

湖南师大附中语文老师吴音莹认为，命
题者更深层的意图是让成人后的“世纪宝宝”
以感性叙说、 理性思辨等言说形式来告诉
2035年的那个他， 在新时代中要传承使命继
续追梦圆梦， 因为中国梦是一代又一代人的
成长记忆和共同愿景， 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价
值追求和历史使命。

全省定向医学生
计划招生568人

只招收农村生源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吴昊） 记者今天从省卫生计生委获
悉， 今年我省扩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
医学生招生培养规模， 全省定向医学生招
生计划为568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全
科医学方向）招生计划492人，中医学专业
（全科医学方向）招生计划76人。

据了解，定向医学生只招收农村生源。
报考考生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符合我省
统一高考报名条件并已报名参加我省
2018年统一高考、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
定监护人户籍须在我省农村，本人具有当
地连续3年以上农村户籍， 体检合格，并
符合教育部、 原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
合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
作指导意见》中“无医学类专业不宜就读
的疾病”的规定。承担定向培养临床医学
专业的高校和招生计划分别为： 南华大
学50人， 吉首大学100人， 湘南学院120
人， 长沙医学院62人， 湖南医药学院60
人，邵阳学院100人；承担定向培养中医
学专业的高校和招生计划为湖南中医药
大学76人。 上述招生计划均纳入各高校
年度招生总计划。

今年的招录计划均经过各县市区卫
生计生局、 编办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三
家单位共同协商研究确定， 预录的学生需
在规定的时间内与县市区卫生计生局、编
办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签订《农村订
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定向就业协议
书》。定向医学生在校期间，不得转校或
转专业学习。 定向医学毕业生应认真履
行协议， 按照定向县市区卫生计生局的
安排，到定向乡镇卫生院服务6年；同时，
按政策要求参加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取得培训合格证的，其培训期3年
计入服务期限。

长沙交警助8位考生
及时进考场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李国斌 王晗
通讯员 肖强）今天上午8时40分，一名在长郡
梅溪湖中学参加高考的考生， 将准考证遗忘在
湖南师大附中。 岳麓交警大队四中队接到求助
电话后， 中队长周智文立即开车将考点工作人
员及准考证送往潇湘大道桃子湖路口， 再由铁
骑民警接力将准考证及工作人员送达长郡梅溪
湖中学考点。9时开考前，准考证送达，考生及
时进入考场。

6月7日是高考首日，长沙交警支队各大队
在每个考点安排了2辆摩托车担负应急救助，全
天共接到8起应急求助，其中忘带或丢失证件的
5起，路遇堵车或即将迟到的3起。交警发挥铁
骑的作用，通过牵引、护送，让8位考生及时进考
场，没有出现因交通原因耽误参考的情况。

据了解，为应对高考，长沙交警支队制定了
《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期间交通
安保工作方案》，高考首日长沙交警共出动涉考
警力845人，出动涉考警车242辆。

两个人的考室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世日

“谢谢学校老师和组考人员，为我们2
人专门设立一个特别的考室。”6月7日，全
国高考第一天， 坐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第二
中学备用考室里，苏荣和李平倍感温馨。

今年4月，江华二中学生苏荣、李平在
高考体检时被确诊为继发性肺结核， 具有
一定传染性。此后，两人在家中接受治疗、
复习备考。学校老师通过视频等，为他们进
行辅导。

高考临近，苏荣、李平的家长、老师都
为他们参加高考的事而发愁。 学校将他们
的情况上报县教育招生考试办， 并与医生
进行沟通。医生建议为他们单独设立考室。
县里向上级申请启动备用考室。6月5日，
省、市教育考试院作出批复，为两名考生单
独设立考室。6月6日，江华二中启用备用考
室， 并从监考员备用库中抽调两名老师监
考。

“高考前夕，两考生返校后，学校还单
独为他们设立了寝室， 班主任为他们做了
心理辅导，还启动了相关帮扶措施，确保两
人顺利完成高考。”江华二中校长介绍说。

考试期间，当地教育部门、医院和考生
所在学校，对考场进行了消毒，并安排专门
的医护人员，随时为两位考生提供服务。

“这样细心、细致为我们考虑、安排，我
们一定努力发挥好， 争取考出好成绩。”苏
荣说。

特殊考生张欢获“特护”
每堂考试时间
延长30%

� � � �湖南日报6月7日讯（通讯员 彭春芳 记者
杨元崇）今天下午5时28分，在保靖民族中学高
考考点3号教学楼802考室，特殊考生张欢坐着
轮椅，由工作人员护送从考室出来了。

据考点工作人员介绍， 张欢是保靖县职业
技术中等专业学校与保靖民族中学联合办学班
养殖专业学生。出生不到两个月，他不幸患上毒
性脑膜炎，因此落下后遗症，行走不便，书写较
慢，且写久了还会痉挛。因为每次写字时必须写
一会儿就歇一阵儿，一样的题量，张欢较其他学
生要花更多时间。

考虑到张欢的特殊情况，一个月前，保靖县
教育和体育局为他申请开辟高考绿色通道，会
同残联等相关部门对他的情况进行了核实鉴
定，获得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的批准。于是，考点
专门为张欢准备了轮椅， 进出考场安排了专人
护送，每堂考试时间延长30%。

“时间很充裕，不要慌，慢慢答题。”今天上
午走进考场时，老师细心叮咛张欢。

“参加高考是我的梦想。希望努力一搏，能
考上本科院校，将来回母校教书，和老师们成为
同事。”张欢坚定地说。

院士深情寄语高考学子：

对理想要持之以恒

最后一刻，3名女同学赶到考场

① ②

③

� � � � 图③高考期间， 常德市交警
支队组织精干警力为考生打造
“绿色通道”。 图为6月7日下午考
试结束后， 送考车队顺利通过常
德市朗州路的情景。

陈自德 摄

� � � � 图①6月7日早晨， 全国高考
隆回县一中考点大门口， 一名考
生亲吻妈妈， 让妈妈放心在外等
待。 罗理力 摄

� � � � 图②6月7日14时， 全国高考
长沙市明德中学考点旁， 党员志
愿者在休息点给考生家长送雨
伞。当天，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街道
湘园社区举办“助力高考·一‘网’
直前”主题公益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徐卫星 摄影报道

高考招生关注

坐着救护车
去赶考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
讯员 朱毅）“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救治
及时，孩子只怕是会耽误高考。”6月7日早
上8时，在会同县第一中学高考考点，考生
杨彬彬进入考室后， 其家长杨华杰拉着医
生的手连声道谢。

6月6日晚，会同一中考生杨彬彬在教
室自习时，突然感觉胸闷喘不上气。学校老
师立即将他送到会同县中医院救治。

“可能是气胸。”医护人员诊断后说。医
护人员根据他的病情， 建议他留院观察治
疗，并放弃参加高考。

“孩子说，一定要去考试，不留遗憾。”
杨华杰说，杨彬彬平时学习比较刻苦，也很
懂事，希望能参加高考。在杨彬彬的再三坚
持下，医院决定组成临时医护小组，全程陪
护杨彬彬参加考试。

6月7日早上7时30分，一辆120救护
车载着考生杨彬彬开进会同一中考点，
会同县中医院医护人员和组考人员进行
接洽，并与考点医疗保障组交接病情。经
过各方努力，杨彬彬病情得到控制，可以
参加考试。 当天上午， 他顺利参加了考
试。

当天中午， 杨彬彬走出考场。“上午发
挥正常。”杨彬彬开心地说。随即，医护人员
对杨彬彬进行了身体检查， 并建议他下午
考完试后，继续回医院进行诊疗。

“高考是一场成人礼”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6月7日是高考首日，长沙天气凉爽，记者来
到长沙各考点探访，看到考场秩序井然，考生顺
利参考。

在湖南师大附中门口， 不少考生妈妈穿上
了颜色鲜艳的旗袍。她们告诉记者，身上的旗袍
是特意去商场买的，寓意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就是为了给孩子加油鼓劲。 来自长沙的家长罗
雪莲说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比较独立自主， 学习
上也很有主见， 早就选好了心仪的学校，“希望
她能轻松上阵，收获自己的果实。”

在雅礼中学考点外， 文女士捧一束鲜花等
女儿考完，其中的马蹄莲花寓意马到成功，想给
女儿一个惊喜，“高考是一个起点， 希望女儿踏
实做好自己，走好人生每一步，不留遗憾。”

在长沙市一中门口， 很多老师穿上了红T
恤，给学生们加油鼓劲。下午5时，第一天考试结
束， 长沙市一中的考生李泽轩告诉记者：“考试
不算难，感觉发挥还可以。今天的作文题是让我
们给2035年的18岁少年写一封信。这个让我感
触挺深，让我感觉高考是一场成人礼，从这里出
发，做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人。”

爱心“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