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7日，2017年高考第一天。 早上8时
多，湖南师大附中校长谢永红跟往年一样，
站在校门口，迎接前来参考的考生。

望着这些青春洋溢、 斗志昂扬的年轻
面孔，谢永红心中感慨万千。1984年，只读
了两年高中的谢永红也是这样踏进考场
的，“当年我在华容县一所乡镇中学就读，
是高中两年制班的学生，与三年制高中生、
复读生同台竞技，能考上湖南师范大学，实
属不易，也觉得很骄傲。”

1984年，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入春天，有
一批人已经率先富了起来。 在谢永红的家
乡操军镇，也有一部分人当上了“万元户”，
建起了漂亮的楼房。

谢永红的母亲是一位民办小学教师，
从小对他学业要求很严。“母亲说过， 她不
羡慕别人住上了楼房， 但羡慕别人家的孩
子读大学。这话对我影响很深。”

靠着这股精气神， 谢永红从贫困学子
跃进了“大学生”的龙门；靠着坚信知识改
变命运的努力，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

校工作。
在科教新报副社长王明辉的记忆里，

高考是成堆的书本，和永远做不完的习题，
“我是长沙县第七中学的学生，1982年参加
高考，学生宿舍每晚10点钟都会准时熄灯，
我总是在熄灯后还要打着手电筒看书，经
常被查房的老师抓住， 敲着窗玻璃在外面
催我赶紧休息。”

那年的高考在盛夏7月，“我们要到长沙
县一中参加高考，晚上寄宿在学生宿舍，天气
热，蚊子多，大家晚上都难以入眠，就干脆又
捧着书继续复习。” 尽管高考已过去30多年，
很多细节王明辉依然历历在目，“我很感谢当
年拼搏的自己，才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谢永红、王明辉
们历此一战，成了“天之骄子”，成了人人羡
慕的“国家干部”。

“其实不是高考改变命运，是知识改变
命运。我当上教师、校长后，这是我经常跟
学生们讲的一句话， 虽然很俗套， 但是真
理。”回顾自己的高考，谢永红深有感触。

高考40载重大历史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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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恢复高考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

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据统计，恢复高考当年
湖南省63万人报名，只录取了1.1万人，录取率不
到2%。当年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

1978年·全国统一命题
教育部决定：1978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实行

全国统一命题，由各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

1981年·文6理7格局
湖南自恢复高考， 一直实行文理分科考试制

度，从1981年起确立的文科考6门、理科考7门的
格局一直持续了10年。

1982年·定向招生
增加定向招生形式， 为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

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

1983年·英语列入主考科目
湖南将单一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改变成国家任

务、委托培养和自费生3种形式。当年9月，英语正
式被列入高考主考科目。

1991年·三南模式
推出新的高考科目改革设置方案：即所谓“三

南模式”（湖南、海南、云南）或4×4模式。

1993年3月·“3+2”方案
国家教委在总结“三南”经验的基础上，决定

推行“3+2”方案。

1996年·招生并轨
高校试行招生并轨， 不再分为国家计划和调

节性计划。同时，高校的学费开始增加，上大学不
再由国家统包。

1999年·高校扩招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 《面向21世纪教育

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达到15%的目标。从这一年起，高校持续扩招，
湖南省高校在两年内招生多了近5万人。

2001年·“3+X”方案
湖南开始实行高考 “3+X”方案 ，X分文 、理综

合。同时，教育部在当年5月宣布取消高考考生年
龄和婚姻限制。

2002年·平行志愿
湖南高考首创“平行志愿”的录取方式改革。

2003年·高考时间提前1个月
在那个“非典”肆虐的年份，高考时间提前1个

月，此后高考远离酷热的7月，固定安排在每年的6
月7、8、9日。

2004年·自行命题
教育部扩大分省自主命题范围，继北京、上海

之后 ，湖南以及天津 、广东 、重庆 、浙江 、江苏 、湖
北、福建、辽宁等9个省市开始实施高考自行命题。

2016年·湖南新高考方案出台
湖南省教育厅下发文件，对“新高考”具体实

施方案作了规定。湖南新高考将从2018年高一新
生开始实施，实施“3+3”制度，即由全国统一高考
的语数外3门成绩和省里组织统考的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3门成绩组成，不分文理科，外语可考2次。
高校在录取时， 将依据考生语数外全国统考成绩
和自主选择的3门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
质评价情况，择优录取学生。

2017年·“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
“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被写入2017政府工

作报告。2014年启动高考改革试点的上海和浙江，
在今年迎来了“新高考首考”。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川

6月7日，高考第一天。早上8时，记者打的
赶往郴州市二中考点。

一路上，记者发现，原本上班高峰期经常
拥堵的苏仙南路车流量明显减少， 平时此起
彼伏的喇叭声消失了。的士司机何师傅说，很
多私家车司机响应政府倡议， 在高考期间选
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特别是在考点附近，尽
量保持安静，不按喇叭。

10分钟后记者下车， 步行至二中附近苏仙
岭公园前，这里的路段已实行交通管控。交警小
王介绍，早上7时他就过来了。记者见到他时，他
正笔直地站着，指挥车辆绕行，汗水湿透了他的
后背。考生在家长陪伴下，有秩序地向考场走去。

郴州市二中考点前福地广场， 显得特别
安静，旁边两个在建楼盘停止了施工。附近居
民黄女士告诉记者，平常广场晨练的人不少，
这两天都不见了踪影。

8时30分，开考前30分钟，记者经允许走

进了考点，里面悬挂着“都准备好了，我还怕
什么”“站在新起点， 迎接新挑战”“沉着、冷
静、细致、认真”等横幅。郴州市二中校长许永
江告诉记者，为了服务好考生，学校设了心理
咨询室，由专职心理教师解答考生的问题，指
导考生缓解紧张焦虑情绪。同时，食堂专门开
设了高三窗口，增加了菜的花色品种。

从郴州市二中出来， 记者又去了其他几
处考点，到处显得“静悄悄”。而“静悄悄”的背
后，各条战线的工作人员在忙碌着。

高考“静悄悄”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

员 姚永军 邓松华）6月7日早上， 高考即将
开考，衡阳考生小彭竟然走错考点，她和同
行的奶奶焦灼不已。正在考点执勤的民警闻
讯，立即开辟绿色通道，仅用8分钟将她平安
送到正确考点，赢得众多市民称赞。

当日上午7时， 衡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特勤大队民警按照高考安保方案要求，来到
该市职业中专考点执勤。8时37分，熙熙攘攘
的人群中突然有人惊呼：“不得了，走错考场
了！”民警张文革迅速上前了解情况。原来，

19岁的小彭是湖南环境生物职院中专部的
考生，匆忙间将准考证上的“职高对口类”误
看成在职业中专考点考试，实际应到衡阳市
五中考点参加考试。虽然职业中专考点距五
中考点只有三四公里，但上班高峰期道路较
为拥堵，乘车可能需要近20分钟。

张文革和同事唐少奇一面安慰小彭，要
她和奶奶坐上警车， 一面向122指挥中心报
告，请求开辟绿色通道。警车一路疾行，沿途
一路绿灯。8时45分，警车稳稳停靠在五中考
点门前。

粗心考生走错考点 执勤交警热心解难

■链接

时代的指针转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1996年1月，《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
生择业暂行办法》颁布实施，“自主择业”正
式步入人们的视野。1999年，全国高校大幅
扩招。更多的考生，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当时在浏阳师范（中专）就读的曹霞，
毅然放弃了学籍重新读高中，“扩招让我看
到了考大学并没有那么难，我要拼一拼。”

三年勤学， 她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科
技大学中文系，“如果不扩招就只能读个三
本、大专，就跟我开始读的那个学校没什么
区别了。” 曹霞很庆幸自己选择了参加高
考，凭借大学期间练就的过硬素质，她成为
了一名长沙麓山滨江实验中学的教师，圆
了多年的梦想。

1999年，全国高校大幅扩招后，湖南省
高校在两年内招生多了近5万人。 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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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最初的100个人录取5人左右， 到100
个人录取70多人，我国高考录取率一路攀升。
在高考改革研究专家、 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黎大志看来，“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实际上是国
家命运的一种写照， 扩招既让更多人圆梦大
学，也是我们国家复兴的一种需要，是符合时
代对更多人才培养需要的。”

为了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局面，新一
轮高考改革提出实行“两依据、一参考”，即
招生学校依据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这是
当今高考改革的亮点，也是难点所在。按照
国务院提出的全国高考改革方案的大框架
和总体目标，各省根据实际，制定具体的高
考改革方案。

按照新一轮高考改革要求， 在科目设
置上，普遍实行“3+3”高考新模式，文理不
分科，发挥“统考”与“选考”的各自优势，适
应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 黎大
志认为， 这一改革让人才选拔更为科学，
“考生总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的评价方式，
也体现了“多元评价”的教育要求。

变革的不仅仅是科目设置。自2003年首
批22所部属大学试行自主招生后， 试点范围
不断扩大。经过10多年不断探索，高校自主招
生走过了从单独招考、联合招考，到如今高职
院校与学术型高校招生分类招生， 以统一高
考为基础，进行综合评价的不同路径。

人到四十为不惑，历久弥新的高考，正由
“独木桥”变成“立交桥”。与此同时，高考也不
再是学生上升的唯一通道。全球化背景下，不
少学生选择报考海外大学， 通过留学海外来
拓展国际视野。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无论是
考生，还是家长，选择都更为从容。

1977年，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
点。 关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
新打开。

那一年，正在洞庭湖畔一个大型
国营农场做专职团委书记的张效雄，
每天在田间地头干活，与农民别无二
致。农场的知青岁月漫长，大学梦却
从未放弃，高考大门重新开启，让他
看到了通往梦想的那束光。

那一年，正在永州乡下某公社务
农的乡下伢子欧阳晓平， 获知此消
息，高兴得从田间地头蹦起来，爱好
物理学的他觉得梦想触手可及。

张效雄的父母是做教育工作的，
临考只有两个星期了，他们把张效雄
和弟弟妹妹关在家里，拿着不知道从
哪找到的一些复习资料，开始了夜以
继日的“突击备考”。唯一的一次“放
风”， 是让他们三兄妹去农场看了一
场刚解禁的《鸦片战争》电影，还是出
于“可能跟高考有关”的考虑。

而欧阳晓平，手头上除了高中课
本，再无任何复习资料，“那时我们到
处找啊，也找不到复习资料，我就觉
得自己高中学习成绩挺好，不是全班
第一就是第二，就报考了清华北大。”
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在昏昏油灯下
看书，欧阳晓平的考前冲刺其实是摸
着石头过河。

那年高考，是在北风呼呼、寒气逼
人的冬天。63万出身不同、 年龄悬殊、
身份迥异的湖南人， 满面春光地涌进
考场。

发榜之时，1.1万人被录取。张效
雄和妹妹成了“幸运儿”，分别如愿考
上了湘潭大学和湖南农学院。而张效
雄的弟弟、欧阳晓平，这次与梦想擦
肩而过。

张效雄的弟弟奋起直追，再接再
厉，半年后再历高考，迈进了湖南大
学的大门。而欧阳晓平则考进了县里
的复习班，得到了宝贵的高考复习资
料。1979年，他也考上了零陵师专，读
的正是钟爱的物理学。

“新三届”，是他们共同的称谓。
“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代。”张效雄
毕业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欧阳晓平
现在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脉冲
辐射场诊断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他
说 :“没有高考，没有今天的我。高考
不仅让我敲开了大学的门，也让我为
梦想而坚持。”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2017年， 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
以来的第40个年头。

40年间，无数考生，用青春搏击，
追逐自己的梦想； 又有无数考生，通
过这场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命运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978年春，全国各大
高校迎来了恢复高考后录
取的第一批新生。 图为
1978年3月1日，长沙工学
院（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
防科学技术大学） 欢迎新
学员。（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摄

让更多人圆梦

梦想破土而出

知识改变命运

1977年 12月 18
日高考， 长沙市一中
的一个考场。

（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唐大柏 摄

高考:追逐梦想改变命运的40年

1990年 全 国
统一高考长沙市
十二中考点。

（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1977年恢复高考时， 邵阳县唐湘
鹏的准考证。（资料图片）

� � � � 2003年6月8日，湖南日报刊发的
高考报道。（资料图片）

1988年， 邵阳市绥宁县一中的学
生正备战高考。（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