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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秦紫霞 通讯员唐熠)上
周末，随着今年下半年首场全国性冷空气抵
达广西，我市出现了降雨降温的天气，瑟瑟
北风吹出了阵阵秋意，不少老人、孩子换上
了长衣长袖。昨日，记者从桂林气象台获悉，
这股冷空气过后，我市将逐渐恢复晴好天

气，气温也将缓慢回升。
9 月 8 日，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到

来。所谓“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民间
说法，白露节气是天气转凉的象征，而最近
的天气变化也刚好印证了这一点。据最新
气象资料显示，白露节气之后，我市天气早

晚气温开始下降，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最低
气温将下降至 20℃ 左右。气象专家预计，
此轮冷空气过后，本周我市的天气将以多
云到晴为主，其中 10 — 13 日多云到晴，
14 日将出现阵雨天气。随着晴好天气的光
临，最高温度也将逐渐回升至 33℃ 左右。

气象专家表示，虽然午后阳光灿烂，但
早晚气温仍维持在 20℃ 左右，昼夜温差
较大，市民应该及时添加衣服，注意脚部
保暖，避免患上感冒。此外，此时也是支
气管炎、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
请市民注意防范。

本报讯（通讯员蒙林 文/摄） 9 月 7 日下午，希望小学
的校园里分外热闹，学生们三五成群聚到贴有感谢师恩卡的
“感恩墙”前，为自己喜欢的老师写下节日祝福。每一份感恩
卡都表达出他们对老师的真挚祝福与深深的感激之情。

在第 34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桂林市希望小学开展了“沐
浴师恩，表白真情”庆祝教师节主题活动。各年级分别开展
“七彩卡片诵心意”“心语星愿传祝福”等活动，同学们通过
DIY 制作节日贺卡、绘画等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一张张小小的贺卡，一句句真挚的问候，一颗颗炽热的童心，
在校园里营造了浓浓的尊师谢师氛围。

上图：孩子们将自己手工制作的贺卡送给老师。

□记者李慧敏 整理

1977 年，关闭 11 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
新打开，恢复高考的消息迅速传遍城市山
村，点燃了多少年轻人心中理想的火焰。回
忆当年，很多人由衷感叹，“1977 年的岁末不
是冬天，而是一个民族重新高扬崇尚知识、尊
重人才旗帜的春天，是一代人靠知识改变命
运的春天”。那一年，全国 570 万名考生从山
村、渔场、牧场、工厂、矿山、营房和课堂奔向
考场，喜迎人生的机遇和挑战。

高考恢复的次年，谢迪辉报名参加了
1978 年高考，成为了浩浩荡荡的高考大军
中的一员。近日，他向记者回忆了这次对自
己影响深远的高考历程———

报名：名额要分配，我获得

300 多人中唯一的报考资格

1955 年，我出生在湖南宁乡，父亲是
当地人民公社的书记。高中毕业之后，我
成为了县里一家机械厂的翻砂工。当时
的自己确实很迷茫，找不到人生的出
路，最大的梦想就是未来能当个工人。
为此，1974 年底，我离开家乡到柳州
41 军地炮团当兵，因为当时从部队退
役之后国家包分配工作。

1977 年底，我通过报刊、广播
等媒体获悉，国家决定恢复中断 11
年的高考。因我是现役士兵，地方高
考与我关系不大，所以对 1977 年的全
国高考并不太关注。

翌年 6 月中旬，解放军总政治部发文，
允许部队个别优秀士兵参加 1978 年地方全
国高考。 41 军地炮团分配到 5 个报考名
额，团直机关、后勤机关、一二三营各 1 个
名额。我所在的二营有 3 个连，有 300 多
名士兵。能够在 300 多人当中争取到唯一
的报考名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作为四连文
书，我出的墙报、黑板报在团里评过第一
名，给连队争了光。加上我写的字工整，营
部经常抽调我去刻蜡纸油印材料，所以当高
考名额下达到营部时，营长极力推荐我报
考。于是我幸运地在当年 6 月 20 日到 41
军军部子弟学校报了名，参加 1978 年地方
全国高考。

1978 年高考分文科、理科。当时社会
上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
怕。”受此影响，我最初报考的是理科。恰巧，
我利用经常到柳州市采买出墙报所需颜料、
纸张的机会，在新华书店购买了一套当时十
分抢手的《数理化自学丛书》。于是，我开始利
用空余时间复习，准备参加高考。

备考：用 1 个月时间重拾已

丢下 5 年的课本

自 1973 年高中毕业以后长达 5 年的时
间里，我没有接触过数理化知识，复习即等
于重新学习。要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重新学习
初中、高中的数理化课程，基本上不可能做
到。刚开始复习时，我花了两天时间学习化
学，可只看完 20 页左右的高中化学教材，

进展极慢。当我抬眼看到桌上还有一大堆物
理、数学、语文、政治课本没有复习，心窝
处就像有一团东西顶在那里，堵得慌。

怎么办呢？焦虑的我把复习中所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如实地向指导员诉说。也许是旁
观者清，他耐心地听了我的倾诉，建议道：“文
书，你应该改报文科。”一语点醒梦中人。接下
来，我急忙到军部子弟学校改报了文科。

我边复习、边工作地坚持了一个星期，
时间悄无声息地来到了 6 月底。因精力分
散、注意力不集中，前一天复习的知识第二
天就忘了，以致晚上睡觉辗转反侧难以入
眠。我心想：这样下去，好不容易争取来的
高考机会很可能白白浪费掉。于是我决定休
探亲假，回家复习。

7 月 2 日，我回到宁乡老家，一心一意
地复习功课。探亲假一天天地过去，我必须
按时返回部队。越临近考试日期，我的心里
好像越没有底。到了 7 月 16 日，我实在憋
不住了，对我妈说：“妈，你帮我挂一个电
话给部队，说我在家病了，不能按期归队参
加高考。”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复习时间
太短，肯定考不上，推迟回部队干脆不考，
免得丢丑。

知子莫若母。我妈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
鼓励我道：“你已经花了这么大的精力，还是
去考一考，说不定误打误撞考上了呢！”

考试：处处留心皆学

问，功夫不负有心人

7 月 18 日早晨，我离开家，从长沙
火车站搭乘当晚 6 点多钟到柳州的火
车。回到部队的第二天清晨，团部安排了
一辆卡车将我们 5 个部队考生统一送到
设在离营区约 5 公里的柳城县上雷中学
考场。如今虽已时间久远，但当时的一些
细节我还记忆犹新。

记得历史考试中有一道填充题：“元
末农民大起义中，朱升向谁提出了‘高筑
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这道题
我没有复习到，只记得“文革”期间，我
在宁乡农村外婆家，隔壁有一位叫廖季老
倌的五保户曾给我们一帮小孩讲过一个历
史故事。他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深挖
洞、广积粮、不称霸”，其实，历史上刘
伯温(他这样说的)早就向朱元璋提出过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于是，我
根据这一点线索，在空格填上了“朱元璋”
3 个字。回想起来，实际上是这位老人帮助
我赢得了宝贵的 1 分。看来“处处留心皆学
问”，此言一点也不假。

高考结束大约一个月后，我接到军部

子弟学校的通知，得知我的高考成绩是
279 .5 分，超过广西普通本科 254 分的录
取线。我填报了两个志愿：第一志愿是上
海海运学院财务会计专业，第二志愿是广
西师范学院历史系。谁知两个志愿都没有
被录取，最后我被录取到广西师院政治
系，圆了我的大学梦。

等待入学通知是最令我感到煎熬的事
情，每天眼巴巴地盼着连部通讯员小张拿
着信叫我的名字。可是事情就是这样，人
们越是盼望，时间似乎过得越慢。人家都
已经入学了，我的录取通知书还不见踪
影。直到 9 月 25 日上午，连队通讯员小
张从营部拿信报回来，见到我，老远就大
声喊道：“文书，你的录取通知书。”至
此，我的高考之路终于告一段落。

高考 40 余年：改变无数

人的命运轨迹

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我又继续在广西
师范学院就读，获得了哲学硕士的学位，
之后我就留在了桂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后来爱上了写作，出版了一些关于桂林人
文历史、股票经济学的书籍，退休之后我
成为了专职作家。我的大弟谢迪强、二弟
谢迪武也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高考改变
了无数个体与家庭的命运轨迹。

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 40 年了，
恢复高考也已经有 41 年，我国的社会经
济、城乡面貌、教育事业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看看如今大学里的莘莘学子，
我很感慨，他们享受着比我们优越得多的
教育资源，但也面临着大学扩招、学历
“贬值”的大背景下新的竞争与挑战。

1977 年恢复高考至今，我国高考制
度已走过 40 余年的风风雨雨，许多人通
过高考改变了命运。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
育，从包分配到鼓励自主创业，从知识立意
到能力立意再到综合素养立意，回望来路，
高考改革不仅助力更多年轻人人生出彩，
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和加速器，那
些难忘的经历最终汇成了民族的记忆。

谢迪辉简介：

1988 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哲学
硕士，高级经济师，身兼中南林业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先后在桂林市旅
游局、桂林市政府办公室、桂林市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任职，曾任桂林市人大常
委会研究室主任。出版了《桂林——— 中国
一张漂亮的名片》、《桂林古民居》等多
部著作。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王绍能)眼下
正是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乡城岭村玉米秋收
的季节，然而村民们的脸上却看不见收获的
喜悦。原因是近日一位“不速之客”频频夜
间造访村民的苞谷地，把它弄了个底朝天，
这可让村民伤透了脑筋。经猫儿山保护区管
理局介入调查证实，这位“偷吃贼”竟是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黑熊。

江底乡城岭村坐落在猫儿山山脚，平均海
拔约 700米。调查组深入破坏现场时发现，苞
谷地里庄稼东倒西歪，一片狼藉，只剩下被啃
坏的玉米棒和秸杆，并发现留有动物脚印和粪
便。当地村民赵明烈、赵明智、赵明周 3家在江
口山上田中共种了约 4 亩玉米，将近一半被
毁。村民通过在地里挂衣服、放音响、亮灯光和
燃放鞭炮等方式进行驱赶，但效果不明显。

猫儿山管理局调查人员根据脚印和粪便
等将“嫌疑犯”锁定为黑熊，同时设立了警
示牌，并在苞谷地设置红外线相机进行监
测，要求村民提高警惕，以免造成人员伤

害。同时把能收的玉米尽量采收，以减少
损失。8 月 22 日至 23 日，调查人员取下
红外相机内存查看视频，坐实了“真凶”为
黑熊。红外相机录下的视频显示，一只小黑
熊在地里掰玉米棒子，时而用嘴，时而“嘴
脚并用”，吃得不亦乐乎。经专家鉴定，该黑
熊为亚洲黑熊，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专家分析，随着猫儿山保护区保护力
度的加大，有效地促进了保护区野生动植
物资源的保护，黑熊种群数量不断增加。猫
儿山保护区管理局和森林公安派出所提醒
游客和当地群众，黑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动物，禁止猎杀、收购、食用，否则将受到
法律的严厉制裁。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单
独进山或徒步穿越无人区、自然保护区。此
外，要避免黑熊骚扰甚至对民众产生威
胁，不要将食物或厨余垃圾放在户外过
夜。村民在发现野生动物危害庄稼时尽量
不要伤害野生动物，应及时向当地政府报
告，以便及时得到补偿。

白露之后秋意浓 天气晴好温差大

希望小学学生

花式“表白”谢师恩

▲红处线相机拍下了正在偷吃村民玉米的小黑熊。 （猫儿山保护区供图）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蒋英)近日，市公安消防支队联
合市文物局，组织全市各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临桂区文新广
体局和各县区公安消防大队、市直文博单位分成 34 个检查小
组，深入全市文物古建筑以及文博单位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筑
牢文物建筑和博物馆消防安全工作“防火墙”。

针对文物建筑耐火等级低、消防基础设施薄弱的实际，检
查小组对全市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374 家古建筑的消防安
全管理人及消防安全责任制是否得到落实，用火、用电、用
气、用油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规定，消防设施和器材是否完整好
用，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出口是否畅通等方面进行了重点检
查，并在各单位醒目位置张贴了防火警示标语。每到一处都叮
嘱安全管理人员：当前正处夏秋季节转换，受生产经营活动频
繁、旅游休假集中、客流物流量增大等因素叠加影响，文物建
筑、博物馆等公众聚集场所火灾风险加大，务必要加强责任主
体意识和火灾防控能力。截至目前，检查小组共排查 628 处
火灾隐患，并立即整改火灾隐患 590 处。

下一步，检查小组将继续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行动，对
全市文博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靖江王府及王陵等
20 余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逐一体检”，不断督促文物
建筑管理使用单位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提高安全管理水
平，有效预防火灾事故发生。

我市开展文博单位

消防安全检查
排查 628 处火灾隐患，

立即整改火灾隐患 590 处

1978 年，“误打误撞”的高考

退休后的谢迪
辉全身心地投入写
作。

记者李慧敏 摄

 1979 年，通
过高考成功考入广西
师范学院的谢迪辉
(后排左)与同学在校
门口合影。

(受访者提供)

猫儿山脚村庄上演“熊出没”
约 2 亩苞谷地被萌熊“夜袭”；保护区提请村民注意安全并保护野生动物

本报讯(记者秦紫霞 通讯员申志华)“今天晚上社区有免
费电影，是好看的《红海行动》啵！” 9 月 7 日晚，秀峰区
丽君街道办事处九岗岭社区文化广场上，免费露天电影吸引了
数百名居民观看。这是九岗岭社区打造的“星空影院”的首
映。

据了解，“星空影院”是九岗岭社区开展品牌党建、促进
文化惠民的一项活动。从今年 9 月开始，九岗岭社区联合桂
林电影院，将新下线的大片、名片以及经典影片送进社区放
映，让居民们相聚在社区文化广场，以星空作顶棚，感受露天
电影的独特魅力，体验邻里相聚的美好时光。“星空影院”每
个月至少放映一场，放映前一周社区还会将片名目录提供给居
民，让他们“点菜”，真正打造“居民身边的影院”。

九岗岭社区：

打造“星空影院”

让居民家门口看电影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江浩源)“毕竟孩子还小，他不
能没有妈妈，有什么事好好说啊！”“这段时间天气凉了不
少，你这样也挺冷的……”一名女子站在临桂区某小区 18 楼
的阳台边上，一位身着警服的男子正在滔滔不绝地跟她聊着
天。这位民警并不是不务正业，因为他知道，如果停止和对方
谈话，女子随时有可能纵身跳下。这是 9 月 8 日早晨发生在
临桂某小区的惊险一幕。巡警刘志强动情劝说了一个多小时，
当听到该女子愿意下来时，刘警官终于松了一口气。

“你们赶紧过来，我老婆要跳楼。”8 日早晨 6 点，接到该女
子丈夫打来的电话，临桂巡警大队警官刘志强立即带领队员来
到现场。人命关天，可女子的情绪一直不太稳定。刘警官一面让
其他队员侧面做好防护，一面自己主动靠近女子耐心劝说。

“当时她喝了不少酒，满身酒气。”据刘警官回忆，因为
情绪低落再加上酒精的作用，该女子在阳台边摇摇欲坠。刘警
官经询问得知，原来，女子和丈夫吵架闹离婚，双方因孩子抚
养权问题发生争执，女子情绪激动，喝酒后一时想不开欲跳
楼。刘志强耐心地和这名 25 岁的年轻母亲聊家常，谈到动情
处，女子潸然泪下。刘志强苦口婆心劝说了一个多小时后，该
女子终于打消了轻生的念头，自行爬下防护栏回到安全地方。

好民警动情劝说

轻生女放弃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