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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改革

书写高考改革的时代篇章
本报记者 黄鹏举 张晨

今年夏天，当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送到
时，云南考生崔庆涛正和父母在老家会泽县
一处建筑工地上拌砂浆。为补贴家用，有时
他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面对通知书，崔庆
涛把手洗得干干净净，这才用笔在快件单上

签下自己的名字。此前，崔庆涛去过最远的
城市是省会昆明。通过高考，他得以走出大
山，走进北大，走入不一样的人生阶段。

比改革开放更早一年迈入不惑的高等
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已走过41年的风雨历

程，亿万国人像崔庆涛一样通过高考改写
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恢复高考，是“文革”后解放思想、拨乱
反正的先声，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篇章在
1977年冬天奏响序曲。作为我国基本教

育制度之一，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与改
革开放同向同行，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材、
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对提高教育
质量、提升国民素质、服务现代化建设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77 年，十年“文革”阴霾初散。
当时人们还不大了解气象学上“暖冬”的
概念，但一项注定要载入共和国史册的重
大事件，让大批国人的心在那个冬天温暖
起来——570 万考生带着激情与渴望走进
考场，高考制度被废止十余年后重新恢
复。

那年农忙过后，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
社下乡知青刘海峰读到了俄国作家阿克萨
柯夫的 《学生时代》，并在读书笔记中抄录
了一句话：“一个从未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
的人是一个有缺憾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完
全的。”在水田里插秧、割稻子时，刘海峰
并不知道自己的大学在哪里。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一
场关乎刘海峰以及数以千万有同样困惑的
青年能否上大学、如何上大学的重大决
策，正在酝酿之中。

1977 年 8 月 4 日，北京，人民大会
堂，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提出召
开这次会议的，是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33 位科教界专家学者从全国各地赶
来出席，他们中既有物理学家周培源、数
学家苏步青、生物学家童第周、光学家王
大珩这样的著名学者，也有查全性这样的
中青年代表。但几天会议下来，敏感话题
几乎没有被触及。

8 月 6 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何东昌谈到，大学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
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他痛心疾首。这一
发言，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直沉默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査全性突
然“开炮”，将问题的矛头直指当时的高校
招生制度。

查全性说，现在“自愿报名、群众
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
埋没了许多人才。没有考试，不仅大批热
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上不来，就是
那些有才华的工农子弟也被一股“走后
门”的歪风阻挡在大学之外。如果改进招
生制度，每年从 600 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
量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和农民中招收 20
多万合格的大学生，是完全有可能的。

“查教授的发言说中了要害，不管招多
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
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
能要。”几天来一直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回
应，“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
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其实，在召开这次座谈会前，邓小平
已几次提出恢复高考的设想，并将其作为
拨乱反正的一个突破口。代表们的肺腑之
言，与邓小平的思考不谋而合。

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
讲话：“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
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
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
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高考制度的重大转折出现！
当年 10 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 《关

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
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
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
条件均可报考；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
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春雷激荡，迅速传
遍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在山村渔乡、牧
场工厂、营房和课堂，数百万青年拿起课
本，准备迎接人生的机遇和挑战。

刘海峰抱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的心情走进考场，并最终考入厦门大学历
史系学习，现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
长、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是国
内理性维护高考制度的著名学者。

1977 年不仅是刘海峰个人命运的转
折点，更是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高考恢复保障了高校生源水平和高等
教育质量，使社会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的春天，也有力推动了拨乱反正。

恢复高考整整一年后，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
京召开。从此，中国走进了改革开放的伟
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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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年前，唐代史学家沈既济在
论人才选举制度时提出“物盈则亏，法
久终弊”，这8个字也道出了高考制度发
展变化的规律。

恢复高考，打破了“出身论”“成分
论”，荡涤了“读书无用论”的浊流。但
随着一届届高考的举行，“唯分数论”

“一考定终身”的倾向日渐突出。“唯分
是取”的评价单一性问题，逐渐成为高
考面临的主要内在矛盾之一。

2001年，一篇名为 《赤兔之死》 的
满分高考作文，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中
国迅速爆红。作文通篇使用古白话，以
三国历史为基础，创作了赤兔马为诚信
而殉身的故事。虽是临场之作，却想象
力丰富，内容新奇，令人拍案。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南京十三中理科
班学生蒋昕捷。正是因为这篇文章，高
考“落榜”的他，引发了社会对于人才
标准特别是“偏才”“怪才”的大讨论。

事实上，在这篇作文诞生前 3 个
月，经教育部批准，江苏省在高校自愿
申报的基础上，选择东南大学、南京理
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一批高校
尝试自主招生改革，社会反响强烈。基
于这样的背景，蒋昕捷最终被南京师范
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破格录取。

从 2003 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22 所重点高校被赋予 5%的自主招生
权，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招
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
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国人已经明显
感受到，虽然高考“问题清单”伴随着
社会发展不断被拉长，但国家一直在努
力改变“一考定终身”的顽瘴痼疾。

改革是教育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教

育是在不断改革中发展的，高考制度概
莫能外。

从早期理科 7 门、文科 6 门的考试
科目，到1999年开始推行的“3+X”科
目设置，40 多年来，高考改革始终沿着
科学选材的轨道，不断求解考试模式的
多样化创新，考试内容也从知识立意向
能力立意转变，以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
对人才的渴求。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深化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9 月，以国务院发布 《关于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为标志，
中国启动新一轮高考改革，提出高考

“3+3”新政策，并在上海市、浙江省先
行试点。

上海考生除参加语文、数学、外语
3 门传统高考科目外，还可根据自己的
兴趣、特长选择不同的科目组合，进行

“选课走班”；外语考试一年两考，择高
分计入成绩；贯穿高中学习生涯的综合
素质评价也作为高校招生的参考依据。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意见》 提出
的很多要求，如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
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
高校人数、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完善
和规范自主招生、完善高校招生选拔机
制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积极、稳妥的
推行和实施。”刘海峰说。

他同时强调，新高考“减少统考科
目、不分文理科”的改革是一项非常复
杂、难度很大的改革，需要在一定范围
内实验并确定可行性之后才能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因此，要全面实现高考改革
的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

科学有效：不断探索的高考改革2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和高考制度来说，
1999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为了让更多学子有进入高校深造的机
会，我国高等教育从这一年开始连续扩大招
生规模。据统计，1998—2005 年，高考报
考人数年均增长 11.58%，录取人数年均增
长23.75%。

录取率逐年提高的同时，高考背后的教
育公平，一直备受社会关注。

2018 年高考季，一封实名举报信在网
上引起轩然大波：河南4名考生家长称，自
己孩子的高考答题卡被调包，导致其实际成
绩与预估成绩相差巨大。随后，当地纪委监
察委成立专案调查组进行逐项核查，全面收
集证据，查明了“不存在人为调包试卷和答
题卡现象”的事实。

高考舞弊是对高考公平的最大挑战，防
止舞弊一直是高考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出台，国家教育考
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考试招生环
境综合治理，有力维护了良好的考风考纪。
2015年，“考试作弊入刑”成为 《刑法》 条
文，对于净化考试环境、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由于各地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和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
平衡，高考录取率差距一直存在。为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教育公平的决策
部署，回应百姓期盼，教育部于 2008 年启
动实施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

协 作 计 划 实 施 9 年 间 （2008—2016
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
缩小了 12 个百分点，如果按在校生规模 1
万人折算，相当于为中西部地区增设了100
多所普通高校，圆了100多万中西部地区学
子的大学梦。

2015年8月20日，清华大学2015级新
生韩储银与3300多名同学坐在偌大的综合体
育馆，在校长邱勇的开学致辞中听到了自己
的名字：“昨天在新生报到的现场，我见到了
来自甘肃的韩储银同学。他出生在农村家
庭，成长之路充满了艰辛⋯⋯今年他入选清

华自强计划。”
作为清华大学第四届“自强计划”入选学

生，韩储银获得了 50 分的高考加分，以总分
724 分的成绩，被清华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录取，迎来了人生中从未有过的“高光时刻”。

从 2012 年起，我国启动农村贫困地区
定向招生专项计划，覆盖全国832个贫困县
及重点高校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省区，致力
于提升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比例。截至
2017 年，通过国家、地方、高校 3 个专项
计划的实施，全国重点高校共招收农村和贫
困地区学生10万人。

公平和科学一直是两难问题。理论工作
者或许更关注效率科学，但老百姓最关注公
平，科学一旦伤及公平，老百姓就不答应。
教育公平在满足最大多数人公平的同时，也
不放弃保障少数人的公平。

2013 年 12 月，决定放弃残疾人单独招
考而参加普通高考的 45 岁盲人李金生，来
到河南省确山县教育局报名，却因“目前高
考还没有盲文考卷”未能成功。几番争取和
沟通，李金生最终获得了参加高考的机会。

2014年6月7日，李金生成为全国首位
使用盲文卷参加普通高考的盲人考生。李金
生的一套盲文版试卷，从命题、制作到运输
都凝聚着国家和社会各方的努力。

身体残疾限制了一些人追逐梦想的机
会，家庭贫困有时也是考生无法逾越的障碍。

从云南昭通的漫漫群山到上海复旦大学
的三尺讲台，鲁绍臣最知道自己走过的万水
千山。1998 年，家里只有几亩田的鲁绍臣
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因4年里
几万元的学费、生活费而忐忑。正当全家人
为钱发愁时，央行颁布 《助学贷款管理办
法》，我国助学贷款制度开始起步。

2017 年，政府、高校及社会设立的各
项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共资助 4275.69 万人
次，资助金额 1050.74 亿元。全国发放国家
助学贷款 409.16 万人，发放金额 284.20 亿
元，占高校资助金总额的 27.05%。其中，
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389.52 万人，发
放金额270.23亿元。

以人为本：公平公正的高考底色３

因为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那
三届”学人（指恢复高考后的头三届考生）被
称为“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他们中，有从广
西出发来到冰天雪地的吉林、在长春地质学
院与地球物理结缘的黄大年，有在大学食堂
排队买饭都要拿出英文单词本背诵的中科院
院士李永舫，也有受到改革开放感召在留美
期间转学经济学的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

刘海峰认为，从表面上看，高考仅仅是
一项教育考试，但能否选拔出合适的人才进
入大学深造，却会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深刻
影响。恢复高考后 3 年入学的 90 多万学
子，毕业后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成为改
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力
量，“中国的经济起飞和高考制度有着重要
的关系”。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影响当下，
更关乎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此
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
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40 年来，以高考为入口的高等教育事
业成绩斐然。2017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达到 3779 万人，位居世界第一。2012 年至
2017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30%增长到
45.7%，提前实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确定的
40％目标。

恢复高考后的40多年里，我国有1.2亿
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目前，我国劳动力平

均受教育年限从 5.7 年提高到 11.9 年，科技
人力资源总量超过 8000 万人，继续保持世
界科技人力资源第一大国的地位。

2010 年至 2014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
（16 岁—64 岁） 占总人口比例从 74.5%下降
至73.4%，但与此同时，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比 例 从 8.75% 提 高 至
11.01%。高考的完善、教育的改革同经济
社会进步之间的紧密关联，恐怕任何人都难
以否定。

41 年前，邓小平果断拍板，在当年而
不是下一年恢复高考，因为“靠空讲不能实
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如今，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审
议深化高考内容改革，因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

40 年来，我国以高考为核心的考试招
生制度与改革开放同向同行，历经大大小
小的改革有 30 余次。实践证明，高考制度
是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必将在为高
校选拔合适人才、保障教育和社会公平、
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
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也只有与改革开放同向同行，高考才能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红利及
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我会回来，要给大山带来不一样的变
化。”走出大山的崔庆涛没有忘记为什么出
发。崔庆涛的梦想可期，像崔庆涛一样通过
高考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亿万国人梦想可期。

为国选材：高考为民族复兴提供人才支撑４

▲2016 年 10 月 14 日，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普通高校招生选考科目考试开
考，这是浙江省实施新高考改革后的第一次全科开考。图为诸暨市海亮高中考点考生为自
己加油鼓劲。 骆善新 陈婵媛 刘瑞安 摄

▼2016 年 7 月 27 日 ，
上海高中生在学生社会实
践基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 院 进 行 志 愿 服 务 。 自
2014 年启动新高考改革以
来，上海社会各界都在为
中学生社会实践搭台。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1978 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
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