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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英
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常委

□本报记者 杨琳琳
为参加高考凌晨两点起来赶路

田学和
北京教育考试院社会考试办公室主任

□本报记者 刘欣欣
与高考的不解之缘
1977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地理系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我是从插队的武清县参加的高
考， 我们那时候高考不像现在条件这
么好。 记得那年高考当天， 凌晨两点，
我们就起床了。 三点钟男生骑着自行
车驮着女生， 赶五十公里地参加考试。
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 硌得屁股疼 ，
冻的脸更疼， 但满脑子都在尽力回想
着复习的内容， 也顾不得了。 因为我
报了一个外语专业， 所以比其他考生
多加半天， 连续考了三天， 当时也没
觉得苦。” 回忆起1977年12月份参加的
高考， 刘超英笑着说。 在她的记忆里，
因为当年高考从决定到考试时间非常
短， 教室都是临时征用的， 大小不一。
考试的桌子， 好像都是临时拼凑做出
来的， 桌面都没刨干净， 露着白木头
茬儿， 经常是写着字， 卷子就硌破了。
“房间里放一个炉子加一根烟囱……腊
月天， 大家都冻得不行不行的， 写几
行字就得搓手， 鼻子都冻红了。”

参加高考时， 刘超英正在天津武
清县的农村插队， 一个离县城最远的
村子。 因此考试当天需要赶很远的路，
但正是这条高考路带着刘超英走上了
不一样的人生路。

1977年7月， 19岁的刘超英来到天
津武清县插队。 “我挺幸运的， 7月份
去插队， 没多久就参加了高考。” 当年
刘超英是在报纸上看到了恢复高考的
消息。 当时的她想法比较简单， 只是
觉得有一个考试就去试试， 并没有想
到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刘超英托家人找了一些学习资料，
利用工余时间来复习。 不管一天的农
活有多累， 她都坚持学习。 “当时复
习的时候不能说偷偷摸摸吧， 但也不
是正大光明的。 因为我当时是正在接
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 如果考不
上的话， 肯定还得继续留在农村； 如
果占了劳动时间去复习的话， 没考上
就会非常被动， 会被作为不安心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反面典型。” 刘超英
说。 那时候住处没有电， 她就用小墨
水瓶灌上煤油， 再弄个小灯芯来照明
复习； 灯光特别暗， 每每看得她眼睛
疼， 后来家里给她弄了个大点的煤油
灯才稍微好些 。 “那时候也有蜡烛 ，
但一根蜡烛差不多相当于我一天的工

分， 根本舍不得点。” 刘超英说。
从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 ， 到12月

份考试， 隔的时间很短， 主要靠平时
的积累。 插队的时候， 刘超英带了一
个木头箱子， 里面一半都是书。 尽管
当时能看的书很少， 而且那些书她都
已经看过很多遍， 但是她仍然带着这
些书， 因为读书是她的爱好也是她生
活习惯的一部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经过短暂的
备考， 刘超英坐上了奔赴考场的自行
车后座。 “为了让我们专心考试， 那
几天知青食堂专门给我们这些考生吃
的是馒头， 配一块咸菜疙瘩。 平时我
们吃的都是窝窝头。”

考试结束之后， 刘超英依然回去
插队。 之后临近春节， 她便回家过新
年了。 “就是这期间， 插队村子里的
人找到我们家说： ‘你被北大录取了，
还有三天就结束办手续了， 赶快去报
到吧 。’ 我当时还是一头雾水呢 ， 问
‘怎么北大录取了呢？’ 村子里的人说：
‘是啊 ， 你史地考了118分———全县最
高分。’” 直到这时， 刘超英才确认自
己考上了。 由于没见到成绩单， 刘超
英都是从老乡的嘴里得知， 她的语文
是满分， 数学也及格了。 刘超英清楚
地记得， 当年数学题目一共有五张卷
子， 当时她只做了其中的两张半， 幸
运的是她会的那部分基本上都做对了。
“那是我考试第一次有不会做的卷子，
真没想到能够及格。”

其实刘超英当时并没有报北大的
考古专业，是学校调剂的专业。 得知这
一消息后，从小喜欢历史的刘超英更高
兴了，“我的初中老师也说‘考古专业就
更好了，比历史还好， 两条腿走路， 可
以研究史也可以研究物。’”

“进入大学后， 或许是大家都很珍
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当时同学
们都很自觉， 学习劲头很强。” 以至于
后来学校发现学生太用功经常熬夜学
习， 担心身体会垮， 晚上就把电断了，
督促他们早点休息。

就这样， 刘超英的大学四年在紧
张的学习中度过了。 毕业后， 她被分
到了北京市文物局系统工作， 从1982
年一直工作到现在。

“高考让我成了一名中学教师， 对
我的人生影响是独特的。” 作为恢复高
考后的首届本科毕业生， 田学和与高
考有着不解之缘 。 “我因高考受益 ，
而高考科目设置的两次变化， 让我经
历了下岗、 北漂， 最终成为高考北京
卷的命题管理者。”

1977年夏天 ， 田学和高中毕业于
内蒙古化德县第二中学。 同学中， 有
参军入伍的， 有下乡插队的， 有接班
就业的， 有登记待业的。

田学和因为父亲工作的国营林场
有接纳职工子弟做临时工的传统， 而
且他高中选学过农机课程， 并有在拖
拉机修理厂实习的经历， 场里就安排
他跟师傅学习履带式拖拉机驾驶与维
修 。 可到了秋天 ， 拖拉机出了故障 ，
一时没有配件， 他只好另谋出路， 托
表 姐 夫 在 牧 场 找 了 另 一 份 临 时 活
儿———赶趟子。

“赶趟子就是把客户买来的牲畜 ，
在约定时间送达指定地点， 期间边放
牧边迁徙， 有点儿像游牧。” 田学和笑
着解释说， 大约在10月中旬， 他把畜
群驱赶到了目的地集宁北站， 在集宁
市街头， 他看到了恢复高考的公告。

于是， 这年冬天 ， 田学和参加了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场考试。 他还记得
当时昏暗的教室里坐了40多人 ， 冷 、
静， 气氛紧张严肃。 “在考场， 我看
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是我的高中化学
老师张立雄， 她是北京到内蒙古插队
的知识青年 ， 是我特别佩服的好老
师。” 田学和说， 师生同场考试， 让他
感到压力。

通过高考 ， 田学和成为了内蒙古
师范学院地理系七七级的学生。 接到
高考录取通知书那天傍晚， 他刚刚从
拖拉机修理车间回家。

毕业后田学和被分配回母校内蒙
古化德县第二中学任教。 “母校的建
筑和操场等一切如旧 ， 但在学生编
班和师资队伍建设上有明显变化， 追
求高考升学率的气氛浓厚。” 田学和回
忆说。

作为恢复高考后首届本科毕业生，
田学和立刻被委以重任接了两个班的
地理课， 一个是两年制的毕业班， 另

一个是拟改三年制的高二文科班。 自
此， 田学和就年复一年连续带高中应
届毕业班或补习班的地理课， 先后担
任过教研组长、 班主任、 教学副主任、
教学主任。

在乌兰察布盟地区的重点中学中，
田学和的教学成绩多年名列第一， 他
还编写了乡土地理教材 《乌兰察布地
理》。 1989年他获全国优秀教师奖章 ，
199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教学能手竞赛
中获优秀教学能手称号 ， 1992年被破
格晋升为中学高级教师。

1992年高考结束 ， 田学和离开了
高中文科毕业班讲台 。 因为从1993年
起高考实行3+2模式， 即， 高考文科取
消了地理学科 ， 文科生不再考地理 ，
文科班不再需要地理教师了。

随后 ， 1994年的暑假 ， 田学和接
到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愿意聘用他
的信函 。 于是 ， 他成为了一名 “北
漂”， 重新登上讲台。 由于出色的工作
成绩， 他先后担任了教学副主任、 校
长助理、 副校长。

2002年 ， 高考科目设置实行3+X
模式， X指文科和理科综合能力测试，
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包括政治 、 历史和
地理3个学科的内容。 于是， 他再次登
上高中文科毕业班的讲台， 还参加了
北京教育考试院组织的高考考生和地
理试题评价工作。

2004年 ， 北京市自主命题范围由
语文、 数学和英语3科扩大至文、 理科
综合能力测试科目。 北京教育考试院
负责组织命题工作， 遴选命题人员。 3
月初， 田学和经朝阳区考试中心推荐，
得到北京教育考试院领导认可， 受聘
为高考北京卷兼职学科秘书， 具体负
责高考北京卷地理学科的命题管理 ，
从此延续了与北京高考的不解之缘。

2004年12月 ， 田学和正式调入北
京教育考试院， 担任高考地理学科秘
书、 命题一处副处长 。 2015年10月至
今， 任北京教育考试院社会考试办公
室主任。

在36年的中学地理教学 、 高考命
题研究和管理实践中， 田学和持续关
注学生、 关注学科、 关注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 陆续发表了20多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