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位科教界名人
共商一件大事

1977年7月底的一天， 教育部来了
通知， 点名要查全性到北京开会。 既
没说开会内容 ， 也没说会期有多长 。
从 “文化大革命” 至此时， 他一直没
上讲台， 在学校实验室搞科研。 不知
开会内容， 他也没有为发言作准备。

8月1日， 坐飞机到北京， 到机场
迎接他的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
刘道玉在调任教育部之前， 是武汉大
学党委副书记。 此时， 他才知道， 这
次会议名叫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
会”。 参加座谈会的33位同志， 绝大多
数是科教界名人， 如北京大学校长周
培源， 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 南开大
学校长杨石先等等。 查全性算是年纪
轻辈分浅的， 52岁， 副教授。

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座谈会？ 查
全性并不知道， 一个大人物早就谋划
着科学和教育界的一件大事。 这个大
人物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指示
要找敢说话有见解的

1977年7月21日， 中共十届三中全
会结束， 正式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
职务。 刚正式恢复职务， 查全性他们7
月底就接到参加科教座谈会的通知 ，
可见邓小平对科学和教育的拨乱反正
多么着急。 7月23日， 他在同长沙工学
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 高勇谈话
时说： 不管招多少大学生， 一定要考
试， 考试不合格不能要。

7月29日， 他在听取中科院负责人
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汇报时， 谈到
找什么样的人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
谈会， 他说： 找一些敢说话、 有见解
的， 不是行政人员， 与 “四人帮” 没
有直接牵连的人参加。 按照邓小平的
要求， 中科院和教育部火速确定了参
加座谈会的33位专家学者。 教育界15
位， 由高教司司长刘道玉选定。 武汉
大学谁来？ 刘道玉选上了查全性。

查全性痛陈
当时招生制度弊端

1977年8月4日， 人民大会堂江西
厅，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 这

是邓小平再度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
个会议。 邓小平是真心想听到专家学
者的意见。 5天座谈， 只有半天因外事
活动没有参加， 其余时间， 天天到场。

查全性回忆， 参会的都是著名学
者， 他开始两天没有发言， 听他们讲。
后来， 看小平同志这么认真， 觉得机
会很难得， 把自己的思考讲出来， 很
可能解决问题。 于是， 开始在本子上
写讲话提纲。

8月6日下午， 清华大学。 党委负
责人说： “现在， 清华的新生文化素
质太差， 许多学生只是小学水平， 还
得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插话： 那
就干脆叫 “清华中学”、 “清华小学”，
还叫什么大学!

这个话题一下触动了查全性， 久
藏心底的对教育危机的感受 、 感慨 ，
喷涌而出： “招生， 是保证大学教育
质量的第一关。 它的作用， 就像工厂
原材料的检验一样， 不合格的原材料，
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当前新
生的质量没有保证， 原因一是中小学
的教育质量不高， 二是招生制度有问
题。 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的问题。
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 而是
现行制度招不到人才。 如果， 我们改
进招生制度， 每年从600多万名应届高
中毕业生和大量知识青年中， 招收20
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据刘道玉回忆 ， 查全性的话一
出， 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被查全性的
一席发言感动了， 他吸了一口烟， 探
出半个身子 ， 示意查全性往下说 ，
“查教授， 你说， 你继续说下去……”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 痛陈当时的
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 一是埋没了人
才； 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 三是助长
了不正之风； 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
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今年的招生
工作还没开始， 就有人在走后门。” 查
全性建议： “入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

到基层， 改成由省、 市、 自治区掌握。
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 并要严
防泄露试题。 考试要从实际出发， 重
点考语文和数学， 其次是物理， 化学
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 从语
文和数学的成绩， 可看出学生文化程
度和抽象思维能力。”

邓小平当场拍板
提前一年恢复高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 举座惊讶。 没
想到， 邓小平听完后， 向查全性点点
头， 然后环视四座问： “大家对这件
事还有什么意见？” 查全性的发言得到
大家的响应， 人们开始补充着他的发
言， 心情也越来越激动。

查全性可能有所不知， 就在这个
座谈会前一个月， 教育部在山西已经
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 ，
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 也就是
在座谈会召开的同一天， 8月4日， 教
育部已将1977年的招生方案报送国务
院了。 查全性更不知， 就在5天前， 邓
小平在听取方毅、 刘西尧的汇报时指
示： “一年准备， 从明年开始两条腿
走路， 一半直接招生， 一半从别的路
子来 ， 特别是理工科 。 开学的时间 ，
统一在秋季好。”

而查全性， 却提出要在今年就恢
复高考。 “今年就恢复高考， 还来得
及吗？” 邓小平侧身转头， 问教育部长
刘西尧。 查全性赶忙插话： “来得及!
宁可推迟两个月高考， 不然， 又招来
20多万人， 好多不合格， 浪费损失可
就大了!” 刘西尧的回答， 进一步增强
了邓小平的信心。

邓小平一锤定音： “既然今年还
有时间改， 就坚决改嘛 ! 这涉及到几
百万人的问题。 今年开始就改， 不要
等了! ” 从此， “文化大革命” 后11
年没有高考的历史结束了。

摘自 《人民日报海外版》

■看天下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12
2017年
6月17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文
摘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版
式
校
对

吉
言

大兴安岭塔河县蒙克山林场近日
出现持续降雪天气， 人们在本应炎热
的夏季再次感受到了冬的寒意。 降雪
让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变得小心翼翼，
当地居民菜地里长出的秧苗已被雪逐
渐覆盖。 看到6月降雪奇观， 一些南方
游客兴奋不已， 纷纷拍照留念。

近日， 驻守在喜马拉雅山脉腹地
的西藏阿里军分区达巴边防连巡逻分
队， 对海拔5000多米的某执勤点位实
施边防巡逻， 以确保边境地区安全稳
定。 图为官兵在巡逻间隙饮水小憩。

近日， 社交网络推特上一段有关
一个男孩忘带乐器而在台上假装演奏
的视频意外走红。 视频中的男孩来自
纽约萨拉托加 ， 在班级音乐演出前 ，
发现自己忘带竖笛， 又不得不上台演
奏， 只能在同学中间， 滑稽地假装吹
起竖笛， 显露出十分无聊的表情。

近日，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
湖畔再现“巨网捕鱼”，万鱼起跃堪称盛
景。 “巨网捕鱼” 是千岛湖有机鱼捕
捞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 即运用
“拦、赶、刺、张”联合渔具渔法，通过拦
网、 刺网对鱼群的包围、 截拦和驱赶，
最后迫使被包围鱼群进入定置张网 ，
从而达到集中捕鱼的一种捕捞方式。

大兴安岭六月飞雪
游客拍照留念

边防巡逻
战士趴小溪边饮水

男孩忘带乐器
无奈假装演奏走红网络

千岛湖再现“巨网捕鱼”
万鱼起跃堪称盛景

倡倡议议恢恢复复高高考考第第一一人人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
回忆40年前的高考， 人们

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
魄力， 也不能忘记一位敢于说
真话的知识分子———武汉大学
教师查全性， 正是他首倡恢复
高考， 促成邓小平一锤定音。
这成为 “文化大革命” 后， 中
国教育界拨乱反正、 翻天覆地
的第一件大事。

查全性院士是我国著名电
化学家， 今年已是92岁高龄。
他多次说过， 当年他只是说了
几句真话， 真正决定恢复高考
的人是小平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