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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立伟

辅导上课，老师脚
跟边都坐满了人

梁如霞是青岛人，1975年
高中毕业后，她20岁。“当时知
识青年都‘下乡’，青岛有个政
策，每户子女可以留一个，我是
老大，就留在青岛，进了当时的
青岛低压电器厂当工人。”

“1977年10月份，《人民日
报》突然发了大篇的报道，说是
恢复高考了，说实话当时我对
这个没什么大的概念，就是觉
得，好像终于有个地方可以好
好看书了。”梁如霞想起当年的
自己，仍然觉得可爱，“那时对
知识的渴求，你们现在年轻人
可能不懂，那时的知识真是匮
乏。想要看电影，就那几部来回
看，《地道战》的台词都背得滚
瓜烂熟，一本书大家来回翻得
烂烂的，只要有字的东西就反
复看。”

恢复高考那一年，工厂上
班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晚上6
点，12个小时，但早上四五点就
得起床，走着去上班，还经常加
班加点。梁如霞初中、高中期
间，用现在的话来说也算是“学
霸”，恢复高考的消息一放出，
她当时的高中老师就托人找到
她，说学校里办了个辅导班，让
她去听课。去听第一堂课的时
候，梁如霞印象深刻，“那一天
我晚上6点下班后，走到学校一
进教室门都吓坏了，满屋子乌
泱泱的人，窗户上都骑满了人，
数学老师在讲台上讲课，脚跟
边都坐满了人，挤都挤不进去，
大家都知道这是高考改变命运
的时刻。”

“年轻人可能不理解，现
在，是让你们看书就行了，什么
也不用你们干。我们那时候可
不是这样，要等所有的事情都
干完、没事了才能看书。晚上看
书还浪费电，不少人只能抱着

电线杆子看书。”没书读、没娱
乐，每天只能机械地干活，那种

“饥渴感”让梁如霞郁闷不堪，
“想想有一个地方可以天天看
书，以读书为职业，这是多么幸
福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想考
考，说不定自己就能行。”梁如
霞感慨道。

工作干到7点半，8
点去高考

高考那天是12月9日，早上
8点考试，但她6点还得上班。梁
如霞先干活干到7点半，把活都
派下去，穿着工装戴着工帽，就
去了当时的考场青岛十九中。

“一进门才发现，我的课桌上有
个很大的窟窿，字都没法写。”
梁如霞就去学校后面一个小电
器厂，向工人师傅要了个硬纸
壳子，结果硬纸壳子上有关于
欧姆、电阻的符号，“我记得那
次考的是政治，经过考官的重
重检验，觉得这些符号用不上，
才放我进去。”

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梁
如霞一口气填了山大、复旦和
北大，“说实话当时都不知道还
有啥别的学校，”她不好意思地
笑笑。等结果出来，才知道自己
考上了曲阜师范大学。“老师夸
我作文写得真是棒！但是我数
学就不行了，才考了20几分，
log10是啥都忘记了，立体几何
那些图形也大都不认识。”

数学一旦放下，就很难捡
起来了，仅仅一两个月的备考
时间，让很多人猝不及防。“那
时候想准备也没教材、没复习
资料，备考的时候，数学就拿
出高中的教材翻翻，地理对
着家里的大地图瞅，历史是
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政
治是艾思奇的哲学，背当时
的政治路线，考试时我连标
点符号都没错。”而且，每天
还有1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备
考时间少得可怜。

大学虽然考上了，但去不
去上大学家人都很犹豫，“家人
不希望我去上学，女孩子家虚
岁23都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等我大学毕业就二十六七了，
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老姑娘’

了，他们都担心我找不到对
象。”还有就是对未来的前途也
看不明朗，假如大学毕业后再

“上山下乡”，梁如霞珍贵的
青岛城市户口，可能就会成
为农村户口，可能再也迁不
回来了。“但是我就要去读
书，一定要去读书，必须要读
书，我报的中文，就是很想看
书，”梁如霞志愿坚定，一口气
说了三个“要”。虽然那时留在
城里当工人，对很多人来说就
是最好的选择。

梁如霞考上大学的消息，
风一样传遍了当时她父亲所在
的工厂。“哎呀！你闺女实在太
厉害了，2000多个工人的厂子，
就考上了仨，你快让闺女去上
吧！”梁如霞的父亲一进工厂，
工友们便七嘴八舌涌过来祝
贺，父亲的眉头才舒展开来，同
意梁如霞去上大学。梁如霞下
面还有弟弟妹妹，妹妹比她小
两岁，却没有参加高考。“那时
尤其是女孩子，这么大的年龄，
去考试的真的少，别人会觉得
有点‘楞’，”也因为这样，梁如
霞和自己的弟弟、妹妹有了不
同的人生轨迹。

“考试不是重要的
事儿，读书才是”

虽然1977年参加高考的有
570万人，但最终录取的却不到
30万。“那时候，所有人都想去
试试，真正考上却是难上加
难。”梁如霞记得高考期间，自
己旁边有个男生，大冬天戴着
棉手套，别人在答题他就“咚
咚”敲桌子，几乎只字未写，等
能交卷的时候匆匆交上试卷就
走了，“这些人有可能就是想来
试试，却并不如意。”考上大学
的人，几乎都是从未间断学习
的。

但进了大学，梁如霞才发
现真正考上的人，高手如云。

“同学之间年龄最大的有三十
六七岁，孩子都上初中了，小的
只有十六七岁。有些学生比老
师水平还高，上课提问老师答
不出来是常有的事儿。”大学里
除了看书就是看书，通宵达旦，
教室里不熄灯，11点了等着辅

导员来赶，回到宿舍继续看书，
后来，学校想了一个招儿，11点
时熄灯半小时，有些同学太困
了没熬过这半小时就睡过去
了，但也有人继续去洗手间、走
廊看书，“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理
解，很多现在的大学生只有快
考试了才熬夜玩通宵，那时候
对我们而言，考试反而不是重
要的事儿，读书才是。”

1981年冬天，梁如霞大学
毕业，分配到山东经济学院。
1982年3月，梁如霞正式参加工
作，在基础课部当老师，教大学
语文、应用文写作，后来自学了
法学。2000年，学校扩招，专业
扩大，学校在基础部经济法教
研室基础上，成立法学系。梁
如霞被学校任命为组建法学
系的主要负责人，后担任系
主任。2003年法学系升格为
山东经济学院法学院，梁如
霞任法学院院长。通过与同
事们的共同努力，短短十年，
法学院从无到有，2005年就有
了法学硕士点，2010年建成法

学硕士一级学科，并把民商法
学建成了省级重点学科。说到
过往的工作，梁如霞的脸上流
露出欣慰和自豪。

2011年，山东经济学院和
山东财政学院合并为山东财经
大学，梁如霞不再担任法学院
院长，接受任命担任了山东财
经大学第一届教授委员会的主
任委员，2015年退休。

现在想起来，梁如霞还稍
微有些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
也许应该更努力，读的书更多
一些，这样可能自己对社会的
贡献就更大一些，自己的人生
也更有意义一些。”梁如霞也曾
想过，假如自己不考大学，会是
什么样的人生？可能也会像弟
弟妹妹一样，当工人，后来经历

“下岗潮”，然后自己寻找出路，
人生可能会比现在曲折很多。
但是，梁如霞也知道，自己本来
就是“想干点事儿”的人，“如果
没有恢复高考不能上大学，我
可能会当个诗人吧。总之肯定
不能只是机械地干活”。

本报济南5月31日讯(记者
郭立伟) 距高考仅有不到一周
的时间，除文化课的冲刺，考生
也要做好相应的考前准备工作，
从容应考。从明日起，2017年夏
季高考考试准考证打印工作正
式开始，截至全部考试结束，每
天打印时间为9点至20点。

准考证对于考生进场考
试、考后查成绩及去高校报到
等都有重要作用，考生要妥善
保管不要丢失，可重复打印几
张备用，《准考证》正反两面不
得涂画、修改。

为确保考生信息安全，今
年我省首次增加手机短信验证
密码功能。考生在登录山东省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
台时，除需输入个人设置的登
录密码外，还需输入手机接收
到的短信验证密码。需注意的
是，接收到的手机短信验证密
码长期有效，再次登录信息平
台填报志愿、查询去向时仍然
使用该短信验证密码，请考生
妥善保存，不要泄露给他人。

今年我省夏季高考合并一
本、二本，考生填报的志愿数量

增加。为测试志愿填报系统的
运行情况，同时也为考生提供
一次熟悉志愿填报流程的机
会，我省将组织考生进行志愿
填报模拟演练，时间为6月15-
16日。

在考试时间方面，考生需
要把握不同科目的考试时间，
外语科目考试开考前15分钟不
得入场，其他科目开考后15分
钟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
考试。有需要进行外语口试的
考生请按各市招生考试机构或
招生高校的安排参加口试。

高考结束后，通常6月25日
前将会公布高考成绩。记者了
解到，6月25日,2017年第十五届
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将如期举
办。从2003年开始,齐鲁晚报已
连续举办14届山东高考招生咨
询会,这也是山东省内影响最
大、最权威的高考招生咨询会。

与往年一样,包括985、211
高校,以及省内重点本科院校在
内的三四百所高校及留学机构
招生负责人将到现场,就今年的
高考政策、志愿填报等问题为
考生进行详细、准确的解答。高

招会对所有高考生免费开放,
考生可凭高考准考证入场。

为了给院校和考生搭建广
阔的交流平台,6月25日是本科
综合场,地点仍在济南舜耕国
际会展中心,6月26日举办地方
场,具体地点确定后将陆续公
布,考生可就近选择咨询地点。

除了本科招生咨询会,还
将在济南、济宁、临沂、聊城、
滨州、淄博分别举办专科咨询
会,届时省内外实力雄厚的高
职院校将参会,与广大考生进
行交流。

高高考考生生注注意意啦啦，，明明起起可可打打印印准准考考证证
考得好还要报得好，融媒高招会6月25日等你来接招

高考故事

本报济南5月31日讯(记者 郭立伟) 1977年，中断了十
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的春天。至今，已经整整40年。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
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
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
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十年中累积下来的570多万二三十岁的青壮年男女，
从车间、从农田，从军营……走进了改变自己和国家命运
的考场。

据了解，国家一决定恢复高考，有资格报考的人便蜂拥
而至，甚至不少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携手同进一个
考场，一块来挤“独木桥”。其中，也衍生出因高考而
产生的不同的人生境遇和人生故事。

即日起，齐鲁晚报推出“高考故事”系列
栏目。

不管你是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参
加高考，还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
代”，不论是你自己，还是你身边的亲
人。请说出你的故事，我们来记录和书
写，为你保留那段人生记忆。

40年前参加高考，女工变教授：

““还还想想再再读读几几年年大大学学”” 梁梁如如霞霞在在大大学学期期间间和和同同学学的的合合影影((右右二二))

相 关 链 接

恢恢复复高高考考4400年年 晚晚报报邀邀您您来来回回忆忆

原山东经济学院法学院院长，现已退休。1955年出生，1975年
高中毕业后进工厂当了近三年工人，1977年冬天参加高考，考入
曲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前身)。

“没上够，觉得四年太短了，多想再上几年大学啊。”62岁的梁
如霞，想起40年前自己考上大学的往事时，脸上有怀念也有酸楚。

故事主人公

梁如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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