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四期

主办：贺昌中学高二年级 509班 2017年 12月

教育贵于薰习，风气赖于浸染。

——郭秉文

1、“勤思善问”的良好学风正在形成，

右图为课余时间学生向数学老师请教问题。本

班师生关系融洽，家校联系频繁，学生知识扎

实稳定，在正朝着共同的目标迈进！

2、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拔河

比赛。左图 1为邀请康晓亮老师做

赛前培训，左图二为拔河比赛现场。

增进了班级凝聚力，提升了学生综

合素质。

3.柳林作家协会陈黎云老师为我

班赠书《千树河头雪做裳》（右图）；

吕梁此山藏书楼楼主闫斌老师答应

明年我班学生可分批参观此山藏书

楼，寻找家乡的历史文化。

本
月
班
级
工
作
概
况

蔡元培

现代中国知识

界的卓越前驱者，杰

出的革命家、思想

家、教育家和科学

家。 蔡元培是二十

世纪初中国资本主

义教育制度的创造

者。他的教育实践和

教育思想，集中到一

点，就是要用资产阶

级教育代替封建教

育。他认为普通教育

要"养成完全之人格

"，就是进行体、智、

德、美四育和谐和发

展的教育。倡导"思

想自由"，以反对"

数千年专制之积习

"。他强调自由发展，

积极支持新思潮。他

采取网罗众家、兼容

并包的学术民主的

政策，反对封建文化

专制主义。主张个性

自由发展，反对违背

自然抹煞个性的封

建教育。重视女子教

育，反对封建的男尊

卑。他不顾社会上的

非难，冲破重重阻

力，在北大破例招收

女生，开创了我国男

女同校的先例。

4、班级组织召开“诗词诵读会”

（右一），引导学生在古诗中领

略真善美，陶冶性情，提高审美，

传承传统文化。得到了家长、学

生的一致好评。

6、深化班级管理，强调日常习惯，高标准严格要求。

5、牛丽霞同学代表本班参加学校组织的英语口语比赛（右上图）。

我进行了头悬梁、锥刺股的实践。我不知道春秋战国的苏秦和西汉时的孙敬，当年是如何用这

种办法战胜疲劳的，而我悬梁、刺股时却难以奏效。

当我把头发扎紧用绳子吊在屋顶上，不一会仍然又沉沉入睡，那种轻度的疼痛根本无法让人战

胜那昏迷似的疲倦。

锥刺股吧，轻了刺不出血就不疼等于不刺，刺得厉害了倒是有效，三四个小时内也不会睡着，

但刺不上几次，伤口便发生感染、溃烂。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想起了我妈。

我妈是个伟大而严厉的人。记得小时候逃学被发现，父亲把我吊到树上。他拿一根木棍，训斥

声和动作虽很大，但棍子落到身上并不疼。于是我仍继续逃学。第二次，父亲又打我时，我妈在一

边看着并不说话，拿一把钳子在腿上狠狠一拧，转身就走。我大叫一声，腿上虽然没有流血，却再

也不敢逃学了。我最爱我妈，也最怕我妈。

我需要我妈的钳子，就把这想法告诉我妈。

我妈问我，不考就不行吗？我说，不考不行，让我再试一回。我妈说，行。

那一夜，我又睡了。当我猛然被大腿的剧疼惊醒时，看见我妈手里拿着钳子，却满脸泪水，就

再也睡不着了．．．．．．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我妈就这样伴着我学习，虽然她再没有用过手里的钳子，但我再也没有瞌

睡过，每天坚持到凌晨两点。

高考终于来了，考试终于结束了。

我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度日如年。渐渐地，听说霍中学生的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又听说霍中

文科 37个人，只有一个人考上“山大”，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一次又完了。

1964年 8月 25日，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中午，我正在给我家门口附近的商店卸货，忽见邮

递员拿着一封信打听我的名字。在那以前我和外界从没有过信件联系，突发的预感使我飞跑过去。

接过信，我的手颤抖了好长时间却不敢去拆，我简直没有勇气去聆听命运对我的宣判。

当我终于咬着牙打开它时，一张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出现在眼前：安永全同学，你被录取为山

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请于 9月 10日前来报到。我高兴得简直要疯狂，竟像范进中举一样在大街

上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我终于站在一个新的地平线上。

征稿启事
为将本刊打造成反映班级生活、沟通师生交流的优秀平台，现面向全

班征稿，来稿需为 word格式，发送邮箱至 zhangzhenfeng110@126.com，
内容要求积极健康，题材、体裁不限。班级发展关乎每个成员的成长，赶
快行动，投稿吧！ 7、积极动员，应对下次月考。



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陶行知

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

——夸美纽斯

徐特立一生大

部分时间从事教育

活动，是一位德高

望重的卓越的教育

实践家，其教育思

想是很丰富的，他

的许多重要文章都

收集在《徐特立教

育文集》一书中。

延安时期，他根据

我党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文化教育总方

针，提出：要研究

科学，培养科技人

才。"中国人民的解

放斗争，迫切需要

知识分子"。

关 于 思 想 教

育，徐特立在他的

教育论著中主要谈

了三个方面：一、

基本观点教育。二、

道德教育的内容

要”五爱"，培养学

生爱祖国、爱人民、

爱劳动、爱科学、

爱护公共财物。三、

纪律教育。他认为

必须坚持说服教育

的原则，反对体罚

学生。

责任，似乎无处不在，家庭、学校、社会，到处都充斥着责任，让我们多一点责任心，你就会发现

其实世界真的很美好。

身处在街道两旁的警察便构成了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他们穿梭在车道之间，穿梭在烟尘

之间，穿梭在风雨之中，依旧坚定不移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因为有了责任心，他们不怕困难，迎难而

上；因为有了责任心，他们用有勇气，勇往直前；因为有了责任心，他们彰显品德、以德服人。

奔波在病房里的医生、护士，便构成了最美的“白衣天使”，而且他们在各行其责时，在各自救人

时，他们忘记了白天与黑夜，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病房里奔波的她们，是一群在责任心的光芒中

高费的“白衣天使”。

站在那三尺讲台上的园丁，用自己默默地付出，去印证“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誓

言。用自己辛苦的汗水，去滴灌一棵棵幼苗和一朵朵娇艳的鲜花，教会他们做人、教会他们处事、教会

他们感恩，在深夜里，依旧亮着灯的那间屋子，便是老师最好的印证，那是一位他们头上闪烁的是责任

心的光芒。

走进学校的我们，作为学生，生活在责任心的光芒之下，我们拥有的责任也是更为重要的，在学校，

弯腰捡起地上的碎纸片；随手关掉“孤单”的水龙头，是责任心的普照。在家里，与父母交谈在校的生

活与感受；与父母在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帮父母处理力所能及的家务，是责任心光芒的提升！

时间在飞逝，历史在延续，浪花在翻腾，让我们也成为平凡中的一朵浪花，做出选择吧！为自己，

也为他人！

选择承担，与责任同行，让生活更美好！

谈到责任，相信大家对此都不陌生：在师长的教诲中，能经常听到类似“需承担责任”的言语。

关于责任，我们必须要明白其含义，否则又会有人以“责任不在我身”的理由加以搪塞，企图逃避

责任。责任是人人都有的，从出生到死亡，向我们的权利一样伴随终生。人的责任有很多，譬如最基本

的，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做一个合格的公民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责任也不尽相同：雪耳 US 恨的

责任就是努力学习、一生的责任就是保障病人的生命安全、工程师的责任就是修建一座安全可靠的大

楼……所以说，人不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要承担属于自己的不同责任。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承担责任？这是很多责任意识不明的人的问题，但这也是人们认识错误和改正错

误的关键。首先，应该明确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有哪些，其次，要设想一下逃避责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犯罪分子将不受制裁，变得无法无天；盗窃版权也不会被追究责任；今天你对我造成了伤害，那我明天

509 班 张宇

509 班 张少杰

在霍县报名、体检、领上准考证后，因当时霍县的考场设在临汾一中，高考前一天我就坐火车

到临汾市。我是第一次到临汾，又无亲无故，只好就睡在一中的操场上。

两天考完，又生气又悲伤。

有些题就没学过，有些是学得不扎实。特别是心理素质不强，有些题过去明明记得很牢，在考

场上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最糟糕的是，在考我自认为最强项的语文时，竟把作文题《当我唱起国际

歌的时候》，看成《当我唱起国歌的时候》，一字之差，45分全丢啦！至于我费了千辛万苦学的俄

语，下来和别人一对答案，最多只能得 5分。

唉！第一次高考就这样收场了。

第一次高考，引发了我对高考的思考。高考究竟考什么？

好像是通过答卷考文化知识。其实，高考是在考决心，考自信心，考你有没有决心做个有用的

人。

高考也是考学习方法。虽然前人已经归纳出不少基本方法，但理性的原则对个体讲，都不可能

完全适用。

我为自己重新制订了学习计划，调整了外语和其他课的精力投放比例，只学初中外语，放弃高

中外语，以达到 40分成绩为目标，以 90%的精力和时间使其他四门课平均分数达到 85分以上，以

强补弱。

为了加深记忆，我做到不仅要把它们记住、背会，而且要能基本写出来。历史课要做到，把六

本书放在一边，拿两本稿纸。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一个朝代一个朝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

时间，统统写出。古文要做到，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差地默写出来。

为了锻炼思维敏捷和临场应变能力，我将各门课的试题，分别写在纸条上，卷成纸捻子，大题

是长捻子，小题是短捻子，放在 5个小盆里，每次先摆好闹钟，抽出五道大题，20道小题，练习在

两个小时内做完，做完后对照课本阅卷打分。

为了把握写作文的时间，就自己出了各种体裁和类别的 50道作文题，随时抽出一道，练习在 50
分钟内完成。各科试题都如此反复进行。

我觉得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想尽了能想出的一切办法，做到扎扎实实，步步为营，我实在不敢

拿自己的未来去赌博，去侥幸。

然而，人还是无法预料命运。

1964年 6月，居民小组通知我上山下乡到西张村。这意味着我将丧失自修的条件，使考大学成

为泡影，我只能改变再学一年明年参加高考的计划，第二次仓促上阵。这时，距离高考只有 27天的

时间了。

此时，县里的报名体检已经结束，招生办的人说，地区也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了。

我赶忙回家拿了钱，背上书，换了证明，跑到火车站，想坐三点半的车到临汾报名。到售票窗

口一看，只见贴着一张公告，因介休至灵石区间被洪水冲断，列车暂停，预计两天后恢复正常。

我被命运激怒了，没有火车我还有两条腿。

我沿着铁路线一直朝南走，75公里的路走了 12小时，第二天凌晨 5点到达临汾，报名和体检结

束后，又由沿着铁路钱跑回了霍县。回家后，两腿肿得水桶一般，脚底像撕烂的红布片．．．．．．

我一切都无从顾极了，学习已近于疯狂。

徐特立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

之计，莫如树人。 ——管仲

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上

劳心，变可得事物之真理。

——陶行知

将会加倍报复你……这对构建和谐社会是不利的，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而这些

现象出现仅仅是因为人们可以无须沉承担责任。

由此可见，责任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虽然说，我们的政府建立了一项又一项的制度，颁布了

一部又一部的法律。但是光有规章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们在思想上还是自觉形成责任的观念。

不仅要在行为上规范人们，还要在思想上加以约束。

我国古代的宋明理学值得借鉴：当时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从思想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

如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通过纲常伦理来约束人们；在人们的“内心”创立了一套行为准则，加强了

思想上的统治。虽然他在思想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在做法上值得我们去学习。

要想让每个人都拥有并承担好各自的责任，就应该让人们都明确责任的内涵及承担责任的原因。

具体措施要普及教育，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责任意识等。

古代中国在思想统治上做的效果十分显著，虽然今天的我们不能通过严刑峻法强迫人们，但我们

可以用舆论和道德去感化每一个人，利用好身边的榜样，承担起社会责任，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形形色色的事，每天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下一

秒将发生什么事没有人能熟知于心，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记得有人说，人的脸就是一个“苦”字，生下来就是劳碌命，大人每天是工作工作，孩子每天是

学习学习，各有各的任务。但是，我们也有共同的任务，那就是要承担责任。西方有句谚语：“人生

的价值在于不断地承担责任”。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身份就有不同的责任。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当

我们做了错事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弥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作为一名

中国人，首先应该有的是诚实守信，尽管可能没有太大能力，但我们应该有明确的态度，做人不能输

了底气。一天弥补不了，我们用一个月去弥补，总会有够的那一天。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要勇于承

担自己的错误，敢于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做一个合格的人。当你昨晚那件事，你会隐隐约约明白一些

道理，它将会成为你成功路上的垫脚石。当你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看到成功在彼岸向你招手，成功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态度决定成败，真正的猛士，加油吧！

也有人选择逃避，当你决定的那一刻起你就注定是个懦夫！一个人如果敢做不敢当，那她终究成

不了气候。因为你的过失给别人造成损失，是别人的劳动成果付诸东流，你的心里过意得去吗？你对

别人不仁不义就不要希望别人对你仁慈。俗话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对世界怎么样，

世界就会给你相同的回应。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态度决定成败，如果你不能端正自己的态度，那

你终究是个失败者！

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天都不会塌下来，地球也不会停止转动，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中，不

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要学会勇于面对，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天大的困难和存折都会跨过

去，他们都会成为你到达成功彼岸的桥梁。

陶行知

我国近代很
有影响的人民教
育家，也是著名的
民主战士。

其生活教育
的理论体系是由"
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三大
部分构成。"生活
即教育"是生活教
育的核心，它是陶
行知的教育方针，
又是教育内容。其
内涵包括甚广，他
以为自有人类以
来，生活就是教
育，哪里有生活，
哪里就有教育，教
育没有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社会
即学校"是从"生
活即教育"思想中
引申出来的。其基
本内涵是以社会
为学校，奉自然为
宗师，学校的范围
广大无边。三者的
关系，"社会即学
校"是实行"生活
即教育"的形式；"
教学做合一"是实
行"生活即教育"
的手段。生活教
育;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的
基本思想是教育
要同实际相联系，
倡导人生需要什
么就教什么。

真是这样吗？我不无疑惑地问。

第三天，他拿给我一份去年的招生简章并告诉我教育局肯定的回答。但他又告诉我，教育局的人说，

没上高中考大学，在霍县可是没有先例的。

我惊喜异常，暗暗下决心，我绝不能这样活，我要自修考大学。

我很快就找齐了文科的全部课本，堆起来像座小山。

我订了个学习计划和时间表，早上 6点起床学到 8点，吃饭后去干活，下午 6点再学到夜 12点。

除了拉车就是学习，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一本书一本书地啃，一道题一道题地做。3年的课程

2年半学完。

最难学的是俄语。我以前根本就没接触过任何外语，又怎么能知道它怎么念，是什么意思呢？后来

只好到霍中去找曾教过我化学、那时又教初中俄语的张老师。

张老师非常同情我，他答应利用晚自习后在他家教我。然而，去了几次后，我就觉得不行了。张老

师家 4口人，房子很小，母亲卧病在床，爱人上班，孩子上学。第 3次去时，他爱人脸色就很不好看了，

学习中间，他爱人还和他吵了起来，使我非常难堪。

我已记不清是怎样走出张老师家的了，只是觉得再也不能来了。谁想张老师半路又追上我，向我道

歉，弄得我更加尴尬。他又告诉我，不如让我上初中的弟弟双全在家教我，学起来比较方便。根据前几

年高考俄语试题的情况，初中俄语知识要占到 60%的量，如果把初中的课学到能考 40分，其他四门课考

得特别好，补上俄语的失分也许有达线的希望。

亲爱的张老师呵，我将永远记着你的恩情！

以后，我就拜弟弟为俄语之师了。他现学现“卖”，我现“买”现学，虽然他的水平有限，他的进度也

制约了我的进度，但比以前大有改观。

我每天早上外出拉车前，在两个胳膊上各写上五个单词，一边拉车一边念，念一遍俄语，再念一遍

俄译汉。到第二天早晨再复习一遍，对了就擦掉，再换 10个单词写上。好几次念着念着，车就撞到别人

身上，好几次过往汽车几乎撞在我身上。其他 4 门课，我除了地理课辅之以画图的方法外，基本上都用

中国最传统的学习方法：背课文。

背呀背……新学的课要十遍八遍地背，已经背过的也要反复背。背得头昏目眩，嘴也快说不出话。

那种感觉，非亲身经历者绝难想象。

1963年夏天。

我虽然觉得自己自学的时间还短，按计划还要学一年，但又觉得还不是一塌糊涂，特别觉得应该体

验一下高考的滋味，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报名却遇上了大麻烦。

那一天，带上居委会的介绍信和招生简章，我战战兢兢地到了霍县招生办。我知道本县高三的应届

生和复习的往届生都是学校统一报名的，而我这种情况只有我一个人。

进门后，招办的人正在打扑克，我恭恭敬敬地向每人叫了一声老师，把居委会的证明双手交给那个

看起来像个领导的人。

我说，我想报个名。谁想他看了一眼，笑了笑，一下子就扔在地上。他问，小伙子，你知道什么叫“癞
蛤蟆想吃天鹅肉吗”我说，你说我是蛤蟆，我承认，但我不是癞蛤蟆。他又问，那你是什么蛤蟆？我说我

是好哈蟆。谁想他一下就发火了，大声责问我，好蛤蟆就能吃上天鹅肉吗？蛤蟆就是蛤蟆！他们又去玩

扑克了。我站着等呀等，真不知该怎么办。等他们打完了，我又低声下气地说了不知多少好话……

509 班 牛丽霞



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唯尽知己之所短

而后能去人之短，唯不恃己之所长而后能收人之长。

——魏源

教育的事业并非使年轻人能完美地从事科学研究，

而是要开阔年轻人的心胸，使其能尽力运用自己之所长。

——洛克

对于责任，西塞罗说的很有道理：“我们不是为自己而生，是我们的国家赋予我们的责任。”刘

易斯的这句话更为犀利：“尽管责任有时后使人讨厌，但不履行责任、不认真工作的认识么也不是，

只是懦夫，不折不扣的废物！”

责任，其实很简单，像父母抚养自己的孩子、老师教育自己的学生、门卫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

责……他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玄乎！不需要整天有人为之高歌，它是一种信仰，一份担当，一份心胸。

星辰不畏黑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那一刻发出自己动人的光芒，冬日不惧寒风的凛冽，为瑟

瑟发抖的人带来一丝暖意。无论多难，它们都勇于担当。

金钱，也并不是万能的，遇上金钱，责任会觉得那是一份幸运，人们会更加懂得它的意义。

犯错误，不可怕，勇于承担并付诸行动，有一份勇气就足够了。

我们这一代，肩负着重大的责任，遇到事情时，揽起自己的责任。不畏黑夜，因为责任在我们心

中。

在当今这个复杂的社会中，你要想拥有一群快乐的朋友，很容易，可你想拥有危难中两类查到的兄

弟却难如登天。而这还是朋友，如果是陌生人呢？

人与人之间的关爱都是互相的，“你若有情，我便有意”。《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流

传至今依旧是真理，但是为什么社会上还是会出现这些做了错事不承认，犯了法不受制裁的人呢？是因

为“人欲”！他们为了自己所想所求，放弃了道德。近年来，网络上经常会热议“该不该扶？”“该不

该让座？”等话题，也都可以归结为“道德”！

就在前些天，10月 25日，习近平主席十九大报告主题中提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不仅仅

是国家领导人的责任，更使我们的责任。而我们的使命就是尽自己所能，用自己双手的力量，让这个社

会变得更美好。就像高中生陈奕帆一样，她撞坏了薛先生的宝马，虽然她无力赔偿，但她依旧是尽自己

所能弥补。最终她用 310元换来了薛先生的心动，也换来了自己的未来。相反，她若不承担责任，薛先

生有可能会索赔。所以，人心都是相互作用的，你若真诚待人，他自会成倍奉还。

社会上总有形形色色的人，我们无法左右他们的心，也不能保证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充满责任感

的、温暖的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指尖微弱的力量，去贡献一

份爱心、一份责任、一份温暖，那么整个社会便会充斥着爱和责任。

因此，当法制遇上了人情，理智碰撞到情感，我们不必纠结孰是孰非、何去何从。歌德曾说：“一

部恒久而健全的法律，必是理智与情感的统一。”所以我们不必板起面孔，让“法”绑架“情”，也不

必被“情”绑架，让“情”伤了“法”。只要将法之“真”和情之“纯”结合起来，自然会迎来生活中

别开生面的春天。

刘仙洲

我国当代杰

出的机械工程学

家和著名的工程

教育家。

在教育思想

上，刘仙洲一贯

主张理论与实际

联系，学理与实

验并重。他常说：

只"巧心"而不"

劳手"，是只有学

理而无实验，充

其量不过是一位

理论工程家，可

以做文章，可以

勉强教书，但一

遇到具体问题，

就难免不切实

际；相反，如果

只"劳手"而不"

巧心"，就是只有

实验而无学理，

充其量不过是一

位熟练的老工

匠，可以按图制

造，可以照着仿

做，但一问其所

以然，便会茫然

不知所措。因此，

他主张培养既会

"劳手"又能"巧

心"的人。

509 班 李滢

当金钱遇见责任，是该猖狂？还是该退错？列夫托尔斯泰说：“一个人若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

成，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心。”由此可见责任更胜一筹。

但是在责任和金钱面前，将大致分为三类人：一种选择责任舍弃金钱，第二种的选择是选择金钱

丢弃责任，最后一种是既想得到责任又想拥有金钱。

但我觉得，责任是我们肩负的一份重任，有时重如泰山，但在实行过程中却轻如鸿毛。

同样是撞上豪车，高中生陈奕帆选择将自己所有打工所得的钱赔给司机，二初中女孩则直接被吓

哭，母亲不愿意露面。

有人说，现在是个利益至上的年代，但是陈奕帆的行为给了他们重重一击，自己犯的错，他并不

打算逃避，而是承担了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并真诚地道歉。

但更多的人表示，责任比金钱重要，但他们的潜意识里仍会选择金钱，谁都明白金钱不是万能的，

可他们固执地认为没有金钱也是万万不能的。

509 班 刘丹丹

安永全，男，汉族，1945 年 8 月生，山西省霍州市人，

1961 年 8 月辍学打工 1974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本科学历，高级记者。

我没上过高中。至今都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我于 1960 年在山西霍县初中毕业，学习成绩属于前 5 名。当时我家在县城，8 口人，兄弟 6 人

我为长。父亲是售货员，每月工资 34 元。母亲早就对我说，上完初中别上啦，不然底下的就连小学

也上不成了。

毕业离校的那一天，我把脸贴在霍县中学的匾牌上，泪流满面。

以后我当过小商贩、小工、装卸工，什么赚钱就干什么，什么赚钱多就干什么。那时的工作虽然

很好找，但学徒工赚的钱太少。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份固定的事——拉人力车，一天大概能赚四块多钱。

那一年，我 15岁。

当时霍县的东大街是一条长坡，我每天都要在这条长坡似的大街上展览一两回自己的狼狈。1961
年端午节，我多拉了 50公斤。在东大街的最陡处，由于用力过猛，挣断了肩上的拉绳，脸撞向地面，

顿时皮开肉绽。

面对围观的人群中怜悯的目光，看着从脸上抹下的双手鲜血，特别是发现人群里竟然有初中的几

个同学，我的自尊心终于被撕碎了，竟横躺在地上嚎啕大哭！

穷，真是太可怕！太残酷了！

1961年秋天，我给澡堂送煤时，认识了高三学生谢俊杰（现为山西临汾市文联主席）。闲谈中他

说，高考招生简章中有一句话，招生对象是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后一类大概就是

指你这号没上过高中的人。你可以考文科，文科只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和俄语，不考数理化。

https://baike.sogou.com/v8993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