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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衡水十三中高三语文老师李振国的短视频，总能把人拉

回那段已经远去的青春时光。

他记录着学生的点点滴滴：晨跑、背书、打饭甚至是偶尔的打

闹。他说，留下这些影像资料，能在毕业后的班会上，放给学生看。

学校有一个惯例，每年高考前，老师都要特意布置教室，为学

生营造出征氛围。

黑板顶端，整整齐齐摆好六个核桃高考罐。罐身上都是吉利

话，比如“逆袭 985”，“666 稳稳的”“加油高考”“门门问鼎”……学

生的桌子上，则放着红牛、旺仔牛奶、喜之郎和苏打水……总之，要

鼓劲，要讨个好彩头。

李振国形容，教室布置得“比过年还红火，比结婚还热闹”。

受疫情影响，这届高三学生复课后，就再也没回过家。“几乎没

有休息过，他们压力也很大。”此时，老师要尽可能陪伴。早上 5点

多钟，老师就到学生宿舍门口等，这是陪伴，也是鼓劲。

临近高考时，李振国每天都在教室里呆着。他看到，有男生因

为太困，拿长尾夹子夹住胳膊，用疼痛逼自己保持清醒。“他们真的

很辛苦。心疼是肯定心疼，但是没办法，毕竟要高考。”

不容易的还有家长。7月 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朝阳学校高考考点外，乔卓从车里拿出了备好的收纳凳，在人行道

上找了个阴凉地儿，低头玩起手机。他等着考场里的儿子，心里不

上不下的。

头天晚上 11 点，儿子房间的灯就熄了。半夜时，夫妻俩偷偷

进房看了眼孩子——得，孩子把被子给踹了。“哎，睡觉还不老实。”

早上 7 点多，他们就到了考点外。乔卓叮嘱孩子，别紧张，遇

到难题别纠结，万变不离其宗。

儿子就说了句，“知道了”，“然后蹦蹦跳跳地跟着同学进去了”。

留父母在外头，继续牵肠挂肚。

乔卓设想了各种情况：会不会在考场上闹肚子，会不会因为紧

张晕过去，会不会被难题绕进去……

但这些担忧都只能放在心里，由夫妻俩自行消化。在乔卓看

来，高三下学期，儿子基本上没怎么去学校上课。“能按正常水平发

挥就行，我们没别的要求了。”

疫情期间，儿了上网课，乔卓和妻子主要负责“投喂”，但这工

作也不好做。“你也不知道他想吃啥。问他，他说‘随便’；你弄好

了，他又不吃。”

“愁人”。乔卓感慨，孩子高考，父母也遭罪。但必须要让孩子奋

斗。“你不奋斗，别人都奋斗。还是那句话，‘一分差一操场的人’。”

有一次，他和儿子聊天，问他高考后有什么打算。孩子说，想

学个编程，写写小说，还想学做饭。“省的您跟我妈老给我做饭，我

也给你们做两顿饭。”儿子说。

“哎哟。”乔卓回忆着那个时刻的触动，“当时就觉得，没白受

累。毕竟 18岁了，长大了。”

记者也问过高考考生，备考的半年来，他们有没有被感动的瞬间。

有人说，妈妈在她住校时来送水果，校门口张望的身影让她记

到现在；有人说，高考那两天，因为考点外没有休息区域，为了接送

自己，腰不好的爸爸一天要走八趟，单程 30 分钟；有人说，停课不

停学期间，班主任专门拉了个运动打卡群，自己带头在群里发锻炼

记录，生怕孩子忘记“动一动”……

谈起高考，除了“辛苦”，还有这些流淌着的温情。学校、父母

和社会各界，用各种方式，为这群年轻人的梦想保驾护航。

要始终记得，那段难走的路，你一直不是一个人。

（应受访者要求，乔卓为化名）

那段最难走的路

你不是一个人
——“最难考生”的老师和家长们

本报记者 张盖伦

高考已经结束，但 7月 7日儿子陈学东赶考时

的惊险历程，仍不断浮现在徐小巧的脑海里。

一夜之间，从家到考点安徽省歙县中学的路

就被淹了。水涨得太凶，家用轿车开不了，孩子父

亲打电话求助邻居用货车送一家人去考场。走到

半路，水太深，货车也无法前进。他们下车试图步

行，然而眼前是浑黄激流，无路可走。

茫然之中，一老伯冒雨划船过来，不收钱，载

考生“渡河”。

陈学东蹲在小船里，一路颠簸晃荡，“乘风破

浪”到达考点。

平时开车只需要 15 分钟的路程，却经历了一

个多小时的风雨兼程。

“那一天的经历终身难忘……人生路上以后

还有许多的磨难，但是相信你都会积极面对，迎刃

而解，也有良人相伴，贵人相助。”徐小巧在微信

朋友圈上对儿子写道。

暴雨？！就当是命运
的安排吧

7 月 7 日，受持续暴雨和上游洪峰影响，歙县

多地道路严重积水。高考考生无法顺利到达考

点，语文和数学考试相继推迟。9 日，歙县启用备

用卷进行补考。

很多人猜测，考试突然取消、延期，会让歙县

考生心态崩了。有人近乎悲情地写道：“明明离考

场不远，却到达不了，那瞬间的绝望……我有了想

哭的冲动。”

结束高考后，歙县高三考生张阳回忆自己当

时的感受，找不出太多外界想象中的“自怨自艾”

或者“悲情”来。“我觉得挺特别的，就当是命运的

安排呗！”

7 月 7 日，本来应该去歙县二中考试的张阳，

和同学一起被困在了大雨里。

学校接考的大巴没出现，老师带着几百名学

生去府衙（地名）等待。张阳听说，接下来要排队

坐船去考点。她看了眼前方的路，判断不出积水

有多深。

一群人，撑着伞、淋着雨，开始等待。

一开始，大家还担心迟到。距离九点越来越

近，焦急的情绪退去了。几个同学拿着手机看这

事有没有上热搜。张阳站在队伍后面，等到快 10

点，人群里一阵骚动——从前面传来消息，语文考

试取消了。

“我下意识叹了口气，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叹

气。”她又乐观地补了一句，“我还没坐船呢！”少了

这段体验，她有些遗憾，但随即又觉得轻松——至

少暂时不用考试了。回到教室后，张阳只觉得

累。“在雨里站了两个小时啊，腰酸腿疼。”她说。

7 月 8 日，歙县的高考照常进行。到考点后，

张阳发现，武警哥哥在送考大巴的车门外站成了

两列。车门一开，他们就一左一右撑起伞，为学生

遮出一条没有雨的通道。“感动得我差点涌出泪

来。”张阳说。

那天，另一座小城也上了热搜——湖北省黄

梅县。

8 日清晨，黄梅县华宁高中 500 多名住校高考

生，因突降暴雨引发的内涝被困。校内水深达 1.6

米，学生无法赶赴考点。

后来，华宁高中的女生们是蹲在铲车的铲斗

内，被转运到考点的。被困考生也陆续补时参加

了考试。

文综考试时考场上的空座，让黄梅一中高三

考生王佳源觉得有些不对劲。结束考试后，她上

网查了查，才知道这些同学经历了这样惊心动魄

的赴考之路。“挺惊讶的……也很有历史见证者的

感觉。”

其实，雨已经下了很久。在王佳源记忆里，从

7 月 4 日开始，雨几乎就没有停过。考试那两天，

王佳源坐在妈妈电动车的后座去考场。因为嫌麻

烦，她没穿雨衣，就撑了把伞。到考点时，外套和

球鞋都湿了。

“和去年的对比很强烈。去年考的时候，太阳

很大。”王佳源是复读生，她今年的目标是考上 211

高校。

现在，她对高考的印象，成了湿漉漉的，但也

是新鲜的。“我们太特别了。”

曾在疫情“震中”但
也没那么难熬

2020 届高考生们遇到的一个“史无前例”，是

恢复高考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延期——高考从 6 月

延迟到了 7月。

7 月 7 日上午，武汉市某考点外，有家长在接

受采访时哽咽着说：“今年有疫情，高考又遇上这

么大的雨，孩子真不容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武汉这座大型城市曾

“停摆”76天。

武汉的受访考生也会开玩笑，夸张地“哀嚎”

一句：“我们太难了。”但他们也坦言，这些都是人

生经历，现在回想，也没觉得有多大不了。“大家都

一样嘛。”

新冠肺炎疫情刚暴发不久，唐文佳的爷爷奶

奶就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住进了武汉金银潭医院。

爸爸去医院送东西，回来后告诉唐文佳，人蛮多，

情况比较严重。

唐文佳是武汉某重点高中的高三应届毕业

生。恐慌和担忧了一阵之后，她也淡定了下来，窝

在家里专心复习。“你也做不了别的，那不如把自

己能做的事情做好。”她说。

她还是会关注跟疫情相关的新闻，也一次次

被医护人员感动。“我看不得这种东西，看了情绪

就控制不住。”唐文佳甚至觉得，如果自己念的是

理科，就会干脆去学医。

3 月 31 日，唐文佳看到了高考延期的消息。

她第一个念头是：假的吧。后来，新闻铺天盖地都

是，她才意识到，不可思议的事情真发生了，连高

考都推迟了。

等真的到了 7 月份，唐文佳已经“忘记”了“延

期”这件事。她告诉自己——我本来就应该 7 月 7

日考试。

这届考生特殊吗？真的挺特殊。考试那天天

气还不好，但唐文佳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赴考时的

“小幸运”。她以为会淋湿，另外带了一整套衣服，

想着去考点换。“结果，就是这么凑巧，我们出发和

回来的时候，雨都没怎么下！”

考试这两天，全家人一起在考点附近的宾馆

住。妈妈特意穿上了三年前陪唐文佳中考那天穿

的裙子，那次考得好，这次再穿图个吉利。爸爸则

是在饭点前开车 20 多公里，到唐文佳最喜欢的那

家餐厅订餐。

唐文佳是班上唯一的艺术生，但她想考出一个

在全省艺术生里都能排得上名次的成绩。因为对

自己要求高，她常会陷入巨大的焦虑与自我否定。

但就是在这种情绪里，她也能找到一些简单

的快乐。

唐文佳的高考考点和班上同学都不一样。考

前几天她才知道，最受同学欢迎的政治老师专门

来给她一个人送考。“我觉得世界都明亮了，他们

没有抛弃我，我也是被重视的！”唐文佳的语气雀

跃了起来。

她分享着这些细节，又有些不确定地问：“大

家会关心我考试的事情吗，是不是没什么好说

的？”她曾身处新冠肺炎疫情“震中”，曾离疫情那

么近，但在唐文佳关于高三的记忆里，疫情，算不

上主角。

和其他地区的高三学生一样，考完最后一门，

唐文佳的感觉是——虚无。“平时考了很多次

试，每次考完，都还有下一次。”这一下，每天都在

为之奋斗的目标好像突然被抽走了。“考试犯的错

误也没有下次机会可以改正了。”

没有考试了，明天也没有课了。

在停课—复课—又停
课中切换

对北京一零一中学高三学生田茗羽来说，“明

天没课了”这一天，来得比预想中要早一些。

6 月中旬，北京出现聚集性疫情。6 月 15 日，

北京多地区的中学非毕业年级和小学已复课年级

停课。

田茗羽本来觉得停课和自己无关。16日深夜，

北京市教委发出通知，初高三年级也同步恢复居家

线上教学。这消息让她有点懵。田茗羽本来习惯

早睡，那天睡不着了，她焦躁不安：不太想上网课，

也不知道放在教室的资料还能不能拿回家。

6 月 17 日上午头两节课原本是地理课。地理

老师迅速行动起来，在班级群里发了一堆以后会用

到的学习资料。有同学说：“老师看起来好淡定！”

地理老师回答：“我是老师，我当然不能紧张。”

直到 17日凌晨，学校才明确，高三学生第二天

可以回校收拾东西。

就这样，6 月 17 日成了他们以在校生身份在

学校待的最后一天。

一切在被延迟了一个月之后，又被莫名地按

下了快进键。

田茗羽记得，收拾东西时也兵荒马乱的。大

家互相签名，努力想为高中的同窗情谊留下点纪

念。同学们还试图照张合影，但大家到校的时间

不一样，人没凑齐。“要是学校能补办一个毕业典

礼就好了。”

其实，拉长的学期，也让田茗羽有了遗憾。6月

21日，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可以看到完整的日环食，

这被认为是“错过一次，再等十年”的天象。田茗羽

是天文爱好者，她早就计划好了去西藏阿里看。

高考延期加上疫情，她被困在了家里。那天，

田茗羽在自家小区门口，看了回日偏食。

对孩子来说，六月中旬的这波疫情，意味着高

中生活的提前结束。但家长考虑的，还有更多。

从 6 月 17 日儿子居家学习开始，李晴就变得

更加小心谨慎。二十多天，家庭所有购物都是网

上进行。没去超市，没去任何一个菜场，没去餐厅

吃饭。“人，能少接触就少接触。”

就差临门一脚了，要是这时不小心与确诊病例

行动轨迹有重合，麻烦可就大了。李晴说，疫情形

势“忽悠忽悠”变化；她的心，也跟着起起伏伏。

其实，整个高三下学期，李晴都能感到，儿子

的心态也在起起伏伏。“好多次都有‘要崩了’的那

种感觉。”

儿子成绩好，但他是个敏感型小孩，心思重，

容易紧张。第一次模拟考，儿子紧张得手心脚心

都是汗。

“你说这还怎么考？”李晴着急，上网找了一圈

心理学专家的视频，筛选了几个适合儿子的，让儿

子自己看，教他学会接纳自己的紧张。“这个时候，

孩子有问题，你能给出解决方案，他会有安全感。”

李晴感慨，毕竟，2020 年走到现在，意外也是

一件接着一件。

今年元旦，孩子有点蔫，发烧不退，去医院看

了，说是甲流。两三天后烧退了，又开始咳嗽。孩

子胸口疼，疼到直不起腰。再到医院一看，是气

胸。他住院了，连期末考试都没参加成。

之后，“自主招生”改成“强基计划”，疫情来

了，加长版寒假来了……经历了这些，李晴觉得自

己彻底“佛系”，已经别无所求：儿子能顺顺当当把

试考完了，不出岔子，就是胜利。

7 月 10 日下午，她注视着儿子的背影进入考

场，在半空中晃悠了许久的那颗心，才终于落下。

“考不考好不打紧，只要考完，就满意了。”

田茗羽也属于 7月 10日下午最后考完的那一

波考生。今年近五万名北京考生，迎来的是高考

综合改革的首考，战线拉长到了 4天。

考完后，她还在考点溜达了一会儿。对田茗

羽来说，高考让人紧张、有压力，但似乎没有那么

“致命”。“高考不是一个‘一锤定音’的东西。18岁

就一锤定音了，81岁了怎么办呢？”

李晴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人的成长，就是要一

件事一件事地去经历。“孩子刚好在这个时间点，

经历了这些事，可能是好事。”毕竟，高考年年有，

但是谁参加过这么多不确定性叠加的高考？“这是

一次锻炼的机会。以后他们还会遇到更多棘手的

问题呢，再碰到那些问题，也都不算难了吧。”李晴

说，“毕竟，这么难的高考，他们都过来了呀。”

7 月 9 日下午，远处的天仍沉沉地压着阴云，

但天光已从云层中漏出。

徐小巧在考点外等儿子。人群里，不仅有家

长，还有媒体记者。大家在学校大门外排成了两

列，像是在夹道欢送。

她举着手机，观察每个孩子出门时的表情。

有个男孩走着走着跑起来了，脚步挺轻快。徐小

巧还喊了一声：“奔跑吧，少年！”

高考结束就阳光明媚了，徐小巧相信，这意味

着这届考生能顺风顺水，走上阳光大道。

（应受访者要求，张阳、唐文佳、李晴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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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举着手机，观察每个孩子出

门时的表情。有个男孩走着走着跑

起来了，脚步挺轻快。她还喊了一

声：“奔跑吧，少年！”

7月7日，北京，人大附中考点外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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