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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厉害了，我的大爷！

郑州老人张民安应试 7 次 72 岁通过法考客观题 屡次刷新河南考生年龄上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过法考客观题，并非偶然。他愿意尝试
各种新生事物，比如 2018 年那年，他缺
考一年，因为那一年他马上满 70 周岁，
想趁着最后一段时间，
把驾照拿了。
为何他能如此乐观，对生活充满热
爱？他向记者讲述了 21 年前的一次意
外。张民安退休前是企业的一名机械
工程师，他的身体并不能算很好。1998
年，张民安突发心肌梗塞，堵塞面积达
到 99%，非常危险。幸而抢救及时，他
获得了新生。
之后，他又突发过脑梗，心脏上过
支架、做过“搭桥”，他曾经评价自己，是
个“废人”了。不过，或许是置之死地而
后生，张民安格外珍惜眼前的生活。他
一方面遵照医嘱，积极治疗、积极锻炼
身体，另一方面，则开始寻找退休后的
人生价值。
“我愿意向年轻人看齐。”张民安老
人谦虚又“不服老”，他常对身边的年轻
人说，不要把他“看老”，要“看小”，年轻
人考驾照、用电脑、玩视频，老年人同样
也可以。

“变废为宝”
10年人民陪审员+15年人民调解员

张民安老人的 2019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的成绩通知单。

前不久，郑州一名 64 岁保洁阿姨在高校公厕学习的照片在网上走
红，被人民日报官微转载，
“年轻人，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一句灵魂
拷问，激励了不少年轻人。不过，如此励志的老年人，咱郑州可不止一
个！10 日，大河报记者获悉，2019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
题 7 日公布分数，河南本届年龄最大的考生通过了客观题考试。据了
解，这位“最大考生”已考过 7 次，屡次刷新河南年龄最大考生的上限。

屡次刷新河南最大考生上限
的大爷，
客观题考试通过了

有一位老人，对法考（司考）有一种执
念，多年连续报考。也有记者曾在考试
现场报道过他，他称：
“我参加司法考试
并不是要获得什么资格，而是为了能够
更好地学习法律知识。
”
没错，这个人，就是住在郑州市金
水区的张民安。他出生于 1947 年，今
年已 72 岁，不过，他执念的不仅仅是考
试，更是自己的人生。
“197 分，过了！”
（注：合格分数线
为 180 分）看到这个分数，张民安跟老
伴儿报告时，声音微微有些发抖。功夫
不负有心人，功夫也不负有心的老年
人。
张民安说，从 2012 年起，他曾先后
7 次参加法考（司考），记者从河南省司
法厅了解到的数据显示，正是张民安，
屡次刷新河南年龄最大考生的上限。

2019 年 9 月 7 日，一个普普通通的
日子，不过，对于河南 3.4 万报名参加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考生来说，
这一天，注定不寻常。
凌晨两三点，考生张民安坐在电脑
前，点开网站准备查询客观题分数，虽
然之前估过分，估计能过，但点击“查
询”按钮那一刻，
他心里依然忐忑不安。
8 月 31 日，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客观题考试拉开帷幕。大河报记
者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现场采访时了
解到，河南今年有 3.4 万人报名法考，平
均年龄只有 28 岁，但其中，年龄最大的
是 72 岁。这个年龄上限，让记者回想
到了之前几年关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注：2018 年之前为国家司法
考试）河南年龄上限的报道，2016 年年 患过心梗、
脑梗
龄最大是 69 岁，2017 年是 70 岁，今年 他说自己是个“废人”了
则变成了 72 岁。
通过这个数字，可以隐约了解到，
张民安如今看起来精神矍铄，能通

“如果我是个‘废人’，那么，我要努
力‘变废为宝’，尽可能地发挥余热。”张
民安告诉记者。
2004 年，张民安积极报名，成为金
水区文化路街道俭学街社区的一名人
民调解员，这一干就是 15 年；2009 年 7
月 29 日，他被金水区人大常委会任命
为人民陪审员，随后 10 年时间里，他在
金水区人民法院担任人民陪审员，开庭
期间，与法官一起，坐在审判席上，倾听
人间各种悲欢离合，矛盾纠纷，他开始
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09 年 8 月，他主动报名学习法
律，参加了中央电大与中国政法大学联
合举办的法学专业。3 年后拿到法学本
科文凭。2012 年开始，他以 65 岁“高
龄”
报名参加了当年的国家司法考试。
“连续几次没考过，我也认真分析
了其中的原因。”张民安说，法考（司考）
是“国考”，通过率一直都很低，很多年
轻人都纷纷败下阵来，他本人又并非法
律专业出身，专业底子薄；另外，他担任
了两个“职务”，也分散了不少精力。不
过，法律知识需要积淀，他感觉，自己一
年比一年考得好。
“ 我担任人民陪审员
期间，是一个学习又实习的过程，10 年
‘实习生涯’，也算是个‘老牌’法律实习
生了吧！”
备考的过程中，张民安不是没有过
沮丧。他表示，曾经对学历教育应对自
如的他，面对“国考”，自信心经常“荡然
无存”
。但他始终相信，
事在人为。
今年 3 月初，年龄所限，他不再担
任其他职务，专心备考。每天早上三四
点就起床学习，除了自己看书，还跟着
网上教程上网课。反复听，反复记。他
形容自己，像农民那样“三晌干活”。今
年“五一”，他陪老伴儿出去旅游，却依

市场服务

然每天在宾馆学习，网课一天不落。
“晚
上 10 点准时上床睡觉，保证睡好‘子午
觉’
。
”

正在备战主观题
拿到资格证想试做律师
考过客观题，并不等于通过了法
考。按照 2019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安排，考试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
考试，客观题考试采用闭卷、计算机化
考试方式。通过客观题考试的人员方
可报名参加 10 月 13 日举行的主观题考
试。目前，张民安正在积极备战主观题
考试。
人生七十古来稀，当代社会，60 岁
也算是该退休的年龄。72 岁的他，即便
考过了，
拿到了资格证，
有啥意义？
“拿证不是我的最终目标。”张民安
笑着说，反而是学习的过程，让他的生
活充满了动力。担任人民陪审员、人民
调解员期间，他也拿到了各种荣誉，但
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荣誉已经没啥意
义了，他就是希望踏踏实实给社会做点
贡献。此外，他也希望给年轻人做一个
榜样。
“我一个老年人都能做这么多事，
年轻人有啥干不了呢！”
如今，张民安想做的事，家里人都
积极支持。他也的确给家里的第三代
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拿到资格证以
后，最想做什么？
“ 法官、检察官、公证
员、政府的法律顾问……”张民安一一
列举，然后笑着说：
“ 这些都有年龄限
制，我是没戏了。律师没有年龄限制，
我或许可以试试去做律师。”
（线索提供 王婷婷）

背景链接

法考相关介绍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是司法部依据有关规定设立的法
律类职业证书考试。
从 2002 年开始，担任律师、法
官、检察官和公证员必须通过国
家司法考试。国家司法考试每年
的通过率一般为 10%左右，被广
大考生称为
“中国第一考”。
从 2018 年开始，国家司法考
试改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不只是律师、法官、检察官、
公证员需要通过该考试，从事行
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
裁决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顾问、
法律类仲裁员也需要参加并通过
考试。

法考客观题分数线
2019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客观题考试成绩 9 月 7 日
公布，
全国合格分数线为 180 分。

招标公告

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淮阳服
务区南区大厅一楼、二楼内墙及吊顶整修
项目已批准实施，
资金已落实，
现进行招标。

1. 有 意 向 者 请 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9 月 15 日来商南高速 K119 公
广告 里处淮阳服务区领取招标资料。
2.联系人：
王磊 电话：
18272672111
3.纪检监察员：李东辉
监督电话：
13613884567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淮阳服务区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2019 年 9 月 11 日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废旧资产
竞价拍卖公告

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
淮阳服务区对废旧资产处置已批准
实施，淮阳服务区需要处置的废旧
资产有后厨设备、办公设备、收银设
备等共计 106 项。废旧资产存放在
商南高速 K119 公里处淮阳服务区。
联系人：甄亚北
联系电话：18568302899
淮阳服务区
2019 年 9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