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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出去
张欣
我的孩子今年参加高考袁她经常挂在嘴
边的话是院
野老妈您不知道袁我们老师一下给我们
发了几十张卷子浴 冶
野老妈您不知道袁我们今天
跑了 8 圈浴 冶
野老妈您不知道袁我们这次
考试的题也太坑了浴 冶
每每这时袁我总会轻柔地说院野你说的这些妈都知道袁我也上过
高中袁我也参加过高考呀浴 冶这时袁她会像泄了气的皮球袁说道院野真
没劲袁连个吐槽的机会都没有浴 冶

考上中专曾是我为学目标
我是 1991 年的高考生袁地
地道道的农村孩子遥 我上高中
的时候袁 姐姐和妹妹都已上班
了袁 她们羡慕在北京城里打工
的女孩子遥 那些女孩子每次从
城里回家都是花枝招展的袁烫
了头发袁穿了喇叭裤遥 姐姐和妹
妹初中毕业后袁 就迫不及待地
成为了野她们冶中的一员遥 当然袁
大姐学习很好袁 还参加过全区
的数学竞赛袁 有分担父母压力
的初衷曰妹妹则完全是跟风遥 到
我上高中的时候袁母亲总会说院
野就你念书多袁花钱多浴 冶每当听
完这话袁 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欠

了一笔巨大的债务遥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遥 农村
实行责任制后袁 家里地多了袁
农活也多了袁 但我是干活最少
的遥 因为母亲总说学习的可以
少干活袁 所以只有农忙时我才
跟大家一起干遥其实那时袁我心
里也讨厌干农活袁 讨厌夏天最
热的时候顶着大太阳在毫无遮
挡的地里除草袁 讨厌母亲每每
在早上四点天还黑咕隆咚的时
候袁 就把我们从被窝里拽出来
跟她去翻地袁 还讨厌每年收获
时晾晒小麦和玉米散发出的味
道噎噎所以袁我只能考出去袁那

样就不用再干农活了遥
初中时袁 大家的目标都是
考中专袁因为中专可以转户口袁
而高中不能遥 转了户口就意味
着以后不用回农村干活了遥 考
上中专是我当时唯一的目标袁
所以报中考志愿时袁 我只填了
中专学校袁在高中那一栏袁我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不服从分配遥
从初中开始袁 我性格中我
行我素或叫特立独行的野潜质冶
就已经暴露无遗袁 像填报中考
志愿这么重要的事情袁 都是我
独立完成的遥 然而天不遂人愿袁
我没考上遥

我要上高中浴
中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袁
我和一个要好的同学一起玩袁
问她以后怎么办袁她说上高中浴
我说上完高中还考不上大学怎
么办钥 她说袁考不上就不收兵浴
看着她斩钉截铁的表情袁 我被
感染了遥回到家袁我只向父亲说
了一句野我要上高中冶遥 父亲吃
惊地说院野怎么又想上高中了钥
我都和你们年级主任说好了袁
让你重读初三遥 他说你成绩不
错袁明年绝对能考上遥 冶这时母
亲也急了袁 拿出一张皱巴巴的
纸说院野我还想让她去这儿呢浴冶
那是一张招考宣传单袁 写的是

要筹建一所市属专科医院袁需
要大批护士袁 计划从这届初中
毕业生中招考遥 母亲说当护士
挺好的袁是正经工作遥 我去参加
了考试并且考过了袁 但我不想
当护士遥 我依然坚定地对父亲
说院野我要上高中浴 冶后来袁我来
到离家十几里外的一所普通高
中遥
那所高中是农村学校中的
边远学校袁老师有部队转业的袁
有接父母班的袁 还有工农兵大
学生遥大概到我们上高三时袁开
始有大学生分配进来遥 当时我
很奇怪袁大学生怎么还当老师钥

征文要求如下院
1. 来稿者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参加过高考者遥
2. 文章为第一人称自述文遥 文章讲述真故
事袁抒发真情感袁有细节描写袁能感动人心遥
3. 篇幅在 3000 字之内遥
4. 来稿文章写明作者姓名尧单位尧手机号码
等联系方式遥 请随稿提供 3 至 4 张本人当年高
考时与近期照片袁 并附个人简介袁300 字内即

责编/刘式歌

版式/罗京京

我那时并不知道师范大学的存
在遥
老师大多来自周边农村袁
除了他们自己袁 家里人都在务
农遥 所以每到农忙时袁班里的男
生 会被 叫 去帮 老 师家 里 干 农
活袁 回来还会吹嘘在老师家里
吃的肉真香遥 有的老师会一大
早起来先骑车捎两个小筐去卖
菜袁 卖完正好赶上回来给我们
上课曰 有的老师早起把自家的
农活干完袁 再挽着裤腿往学校
赶遥 老师们很用心地教我们袁因
为他们知道袁 农村孩子考出去
的渴望是多么强烈遥

可袁可写个人经历尧著作等遥
5. 征稿即日开始袁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遥来
稿择优刊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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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her0329@yeah.net 或 zongbianshi@bjeea.cn
报社地址院 北京市海淀区志新东路 9 号 A
座 北京考试报社总编室收渊10008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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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院
张欣袁 北京市顺义
区 第 四 学 校 教 师 袁1995
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系遥 多次获学科成
绩优秀奖袁 曾为全区学
科 教师 讲 授公 开 课袁 辅
导学生参加野瞭望杯冶时
事知识竞赛多次获一等
奖袁 多次被评为考核优
秀袁 获先进工作者和骨
干教师等荣誉称号遥 叶谈
教法创新在课堂教学中
的重要性曳 获北京市优
秀论文三等奖袁主编了叶能力训练与素质培养曳教学用
书袁参与编写叶课堂教学小策略实用精品库曳一书袁叶陶
冶高雅情趣的意义曳获教学设计案例二等奖袁发表论文
十余篇遥

考政治时差点忘了答简答题
我们 参 加高 考 要到 距 离
学校 10 多公里外的一所重点
中学遥
考试第一场是语文遥 我进
考场前听到一个噩耗院和我一
个考场的我的同桌在赶往 考
场的路上被一辆大车撞了袁流
了好多血袁被老师抱着去医院
了遥 进考场后袁我一直向门口
张望袁希望看到她也能赶来参
加考试遥 直到考试开始 15 分
钟袁 我知道她肯定没法来了袁
这才静下心答题遥
那 年我 家 的经 济 条件 比
以前好了很多遥 父亲在考场外
的一个小旅馆租了一间屋子遥
考完试后袁 中午我能在那里稍
微歇会儿遥那天中午袁父亲早早
买了肉饼等我袁 可我一点都没
吃遥我以为语文考砸了袁尤其是
作文袁感觉很不好遥 其实袁那是
我的错觉袁 最后我的作文得分
较高袁 还被老师当成范文给下
一届学生讲遥
考政治时袁 又出了状况遥
拿到卷子袁我先把所有题浏览
了一遍袁 感觉自己都复习 到
了袁顿时心情一片大好袁马上
低头答题遥 到了简答题袁我觉
得太简单袁一时被兴奋冲昏了
头脑袁没有马上答题袁而是又
往后翻看了最后的大题遥 然后

我就低头做了最后一页 遥 很
快袁那页答完了遥 我却忘记了
简答题还没有答遥 当时我左看
看袁右看看袁其他人都在奋笔
疾书袁 我心里还有点小骄傲袁
心想院他们咋那么慢呀浴 自鸣
得意后袁我脑海中甚至出现了
卷面上红红的一百分袁和其他
同学羡慕的表情遥 不知过了多
久袁我听监考老师说离考试结
束还有 15 分钟袁请大家仔细检
查遥 我这才把思绪拉回到现实
当中遥 当看到简答题那一页的
时候袁我一下子懵了浴 怎么回
事浴 这一页还是白板袁一个题
都没做呢浴 我马上抓起 笔 答
题遥 可我的手不停地哆嗦袁根
本写不出字来袁卷面上都是笔
尖掇的小黑点遥 我用左手打了
右手几下袁 左手按着右手写袁
却忘了自己要写什么袁赶紧重
新读题袁想答案遥 那时袁我的大
脑一片空白袁那 15 分钟过得飞
快遥 直到最后交卷袁我也没完
整地答完一道题目遥 最后袁我
的政治高考成绩是 58 分遥幸亏
其他科考得还可以袁 要不然袁
后果不堪设想啊浴
在高 考 后的 很 长一 段 时
间里袁我经常会梦到自己参加
考试袁总是做不完题袁也有好
几回急得从梦中惊醒遥

忆往昔高考岁月袁我今生无悔遥 我奋斗过袁在我该
奋斗的青葱岁月遥
我奉劝自己的孩子和天下所有求学路上的孩子院
现在努力袁你将圆梦曰现在
懈怠袁你只能做梦浴 青春努
力袁此生无悔浴
高考如歌袁我曾放声歌
唱曰往事如烟袁我忆之不悔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