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琳琳

2017年高考成绩已经公布， 高招
录取工作也拉开了序幕。 高考， 再次
勾起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我国恢复
高考40年， 浓缩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 从１９７７年恢复
高考制度以来， 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
子， 通过高考破茧成蝶完成了自己的
华丽转身。

近日， 记者采访了参加高考的首
届大学生， 带你重温当年恢复高考的
重要历史时刻， 透过他们的人生轨迹，
探寻高考给他们带来的命运转变， 知
识给他们带来的丰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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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引领我一路前行

梁刚建

那
年
我
高
考

6月7日， 高考的第一天 ， 记者见到了梁刚
建， 尽管距离他参加的高考已经过去了39年， 但
是， 当年走进考场时那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却始
终留在他的脑海里。 “记得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时
候是七月份， 正是天气热的时候。 几年前， 我们
的考试开始人性化考虑， 改到了六月。 我觉得，
这也是高考进步的一个微小方面。” 梁刚建说。

1953年出生的梁刚建， 参加高考时已经25岁
了。 或许正是因为与现在的大学生相比多了几年
人生阅历， 让梁刚建更明白学习的目的， 明白要
好好把握这次人生的机遇。

喜欢读书奠定基础
梁刚建是个爱学习的孩子。 他的小学是在北

京弘善寺小学度过的。 当时是按照学习成绩编
号， 于是小学期间梁刚建一直是01号， 堪称当年
的 “学霸”。

1969年， 未满十六岁的梁刚建来到了内蒙古
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八团， 在那里度过了六年的
青春。 回想起那段时间， 梁刚建说， 自己小时候
患上了一种病———精神饥饿症。 当时兵团里有个
北京大户人家的孩子， 特别爱藏书， 去兵团的行
李箱里 ， 大半箱都是书籍 ， 还都是世界名著 。
“那时， 大家争先恐后的看这些书。 我们连当时
有400多人， 都是排着队看。 而且每个人拿到这
本书的时间特别短， 常常是这本书刚到你手里，
就已经约好了明天早上八点必须交给下一位读
者。 当时没有电灯， 我们就打着手电看。”尽管那
时候的书很难得， 但是却让梁刚建体会到了读书
的乐趣， 也在他的心底埋下了一颗读书的种子。

1975年春， 梁刚建入伍参军。 1977年转业回
北京之后， 梁刚建选择了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工
作， 当了一名镗工。 由于刚参加工作不久， 整天
忙于工作的梁刚建， 错过了1977年冬天的考试。
然而1978年4月， 教育部决定在夏季再次招生 ，
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 《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
招生考试复习大纲》， 要求 “各单位根据生产、
工作情况， 为考生创造良好的条件， 积极热情组
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 这次， 梁刚建牢牢把
握住了机会。

准备考试、 看书……梁刚建的生活一下子丰
满起来。 那段时间， 除了正常上班之外， 梁刚建
的业余生活都是在紧张的复习备考中度过的 。
“不努力不行啊。 当时我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水平，
所以每天下班后， 我都会骑车来到中山公园河
边。 在长椅上复习， 河对面有老人在唱京剧， 练
嗓子， 我就在河这边大声诵读考试内容。 虽然每

天回家很晚， 但我也不觉得累。”

大学路上的一波三折
1978年7月20日， 梁刚建和全厂二十几个工友

一起参加了高考。 考试科目共有五门， 分别是， 政
治 、 语文 、 史地 、 数理化 、 英语 ， 每门一百分 。
“成绩出来的时候， 我考了318分。 尽管分数不高，
但对我来说能够考到318分， 实属不易。 我放弃了
数理化的复习， 把精力放在了其他四门上。”

当年北京报考人数非常多， 而学校录取名额有
限。 “我差二分， 没有录取， 心情很懊丧。”

然而正当梁刚建懊悔的时候， 他迎来了人生的
一次转机。 1978年10月， 林乎加从天津市市委书记
调任北京市市委书记。 此前， 天津也出现了录取名
额有限， 大部分考生没学上的情况， 于是林乎加就
在天津做了一个试点， 找了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等
天津高校， “扩招” 了八千人。

林乎加来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召开北京
市委扩大会。 在会上， 林乎加首先介绍了天津的做
法， 然后问大家， 北京未被录取的学生比天津还
多， 能否也和天津一样做？ 大家研究这个做法的可
行性， 但是， 当时学校没有地方， 老师也没有， 林
乎加说， 大家共同克服想办法。 当年， 北京高校校
舍严重不够， 最后想到的办法是， 腾出了北京十五
所中小学， 还有一些机关党校 ， 工厂厂房……最
后， 一共建起了36所分校，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甚至还有两所分校， 扩招了一万六千
学生， 梁刚建就是其中的 “幸运儿”。

1979年2月份入学， 梁刚建被分到中国人民大
学第二分校， 地址是北京丰盛胡同的丰盛中学。 至
今， 梁刚建依然清晰地记得， 入学当天大家脸上洋
溢着的自信、 阳光的笑容。

大学生活开启新闻的大门
梁刚建之所以走上新闻的道路， 也是因为大学

期间发现了自己的写作天分。 一次偶然的机会， 梁
刚建跟同学趴在窗户上看楼下同学打篮球赛。 “看
着看着我就特别兴奋， 把黑板擦干净， 拿起粉笔就
开始写———球赛小记。 而且还是用半文言文的形式
写的。 看一会儿球， 就写几句， 越写越顺， 最后球
赛赛完了， 我的小记也写好了。 大家回来一看， 问
到： ‘哟， 这谁写的啊？’ 纷纷夸赞。” 从那天开
始， 同学就给梁刚建起了个外号叫 “主笔”， 以后
班里写文章、 办黑板报之类的活都是梁刚建的事儿
了。 梁刚建也欣然接受、 乐此不疲。 后来， 他不满
足学校的小范围， 于是就开始往报社投稿……

1983年 ， 毕业时 ， 梁刚建被分配到 《光明日
报》 工作， 这是一个令梁刚建向往的工作。 从此，
梁刚建走上了新闻的道路。

从参加高考， 到现在仅40年的时间， 很多事情
改变了， 但是追求知识永远不过时。 “高考改变了
我的命运， 引导我一步步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梁
刚建说， “现在学习不仅限于纸质的书本， 局限的
课堂， 它变得越来越便捷， 汲取知识也越来越方
便。 希望各位学子在求学的道路上， 能从书本上吸
取更多的营养， 走出属于自己的灿烂人生。”

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会长
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中共党史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