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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聘岗位

高中各科优秀教师

二、应聘条件

1.全日制重点本科以上学历应往届毕业生，专业对口。
2. 在职教师，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应教师任职资格，中级以

上职称；德才兼备，专业基础扎实，热爱教育工作，具有团队
合作意识；身体健康，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年龄可
适当放宽；高中教师，须有省市县重点中学或示范性高中任教
经历，具有多年高考经验。

三、相关待遇

1.年薪：8万-20万元。
2.按国家规定享受五险一金，优秀者解决编制。
3. 学校免费提供：工作餐、工作装、通勤车、教师公寓，

教师子女可优惠入读本校。

四、应聘方式

1.现场招聘
时间：5月16日—6月26日 （节假日不休息）
地点：河南省周口市八一路北段周口新星学校
2.网上报名

6 月 26 日前，在“周口高中”官网首页的教师招聘通道，
填写应聘人员基本信息。

3.面试通知
本校将在6月28日前电话通知或短信通知入围者参加面试。
4.面试安排
7 月 1 日下午 3 点笔试 （来时请自带两张一英寸近期免冠照

片和身份证）。
7月2日上午8点面试。

五、招聘名额

高中教师：语数英各30名。
政史物地生化、体音美、计算机教师各10名。

学校地址：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北段周口新星学校 联系电话：李老师 15225791771 楚老师 15290010306 刘老师 18736149299 周口高中官网网址：http://www.hnzkgz.com/

河南省周口高中2017年高薪诚聘优秀教师公告
周口高中位于河南

省 周 口 市 基 础 教 育 园
区，是一所集小学、初
中、高中于一体的全日
制现代化非营利性民办
学校，学校现有四个校
区，占地面积 806 亩，
建筑面积达 12 万余平
方米，总投资 5 亿元。
为适应学校快速发展，
现面向全国高薪诚聘优
秀教师。

·广告·

本 报 6 月 7 日 综 合 消 息
“戴我的表考试去吧！”今天上
午，在北京广渠门中学外的城管
志愿服务站点，见一位考生的电
子表不能带入考场，正在执勤的
东城城管东花市执法队队长许树
森二话没说，摘下自己的机械表
交给考生。

6月7日，“高考模式”在全
国开启。记者深入考场内外、考
点周边，记录高考故事，直击首
日现场。

考场秩序井然有序
清晨 7 时 45 分，青海省西

宁市虎台中学门口早早就挤满了
考生和送考的家长、教师。考试
即将开始，仍有考生不愿意放弃
最后的时间，紧盯着手中的复习
材料。很快，虎台中学考点正式
开放，考生们鱼贯入场，秩序井
然，还不忘记紧握拳头互相加
油。

河南省郑州市101中学地处
火车站附近的繁华地段，大门前
常常拥堵。为防止考生家长聚集
影响交通，主考和学校人性化地
将百余名家长请进校园，让他们
在操场上休息，并拉起警戒线由
专人值守。

江西省南昌市实验中学考点

门口车流量较大，但同样没有出
现拥堵情况。记者看到，数位交
警在考点学校门口执勤，并放置
禁止鸣笛警示牌，提醒过往车辆
为考生创造安静、舒适的环境。

在广州，等候在考场外为考
生加油打气的，除了家长还有教
师，暨大附中副校长罗元香就是
其中之一。早晨 7 点刚过，罗元
香就与学校行政班子成员、班主
任等一起，来到华师附中考场
外，向每位考生送出巧克力，寓
意“巧妙克服困难的能力”，祝
福学生们都能取得好成绩。

周到服务助力考生
今年，首届安徽内地西藏班

共有 74 名考生参加高考，他们
全部来自合肥市第 35 中学。为
了让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藏族
考生顺利考试，该校组织两辆大
巴车、十几位汉藏族教师带队接
送。学校还规定，午休时洗衣房
机器停工，避免噪音干扰，同时
征求学生意见，在饮食安排上既
注重地方风味，又保证营养丰
富。

上海市嘉定区育才中学内地
新疆班的学生同样享受到了学校
的优待。清晨 6 时 30 分，两辆
大巴车载着 81 名学生，驱行 25

公里到达静安区市西初级中学考
点。而中午的清真饭菜将在学校
食堂做好后，由专车送到考场附
近休息点，学生们出考场就能吃
到。

山东师大附中团委组织了
200 余名学生志愿者，分别在学
校附近的 3 个考点疏导交通。志
愿者们戴着泉城义工绶带，手拿
印有“看灯行止，文明出行”标
语的小红旗，提醒路口过往市民
文明、安全出行，劝阻不符合交
通法规的行为。“在我们的提醒
下，不文明的过马路行为减少了
很多。”该校志愿者协会会长、
2015级学生张乐昊旻说。

新疆乌鲁木齐公路管理局驻
西盛社区工作队队员张建洲被同
事们笑称为“送考侠”。清晨 7
时 20 分，他就开车出门，接上
西城康居苑小区的两名少数民族
考生，出发赶往新疆实验中学，
并提醒两个孩子确认准考证、身
份证、笔等考试必备物品是否带
全。“两个孩子一共需要考三
天，考场离家非常远。”张建洲
说，“作为一名社区干部，我有
义务为辖区内群众排忧解难。能
保障孩子们顺利高考，再辛苦也
值得。”

在青岛，交警部门在每个考

点至少安排 3 名民警、1 辆制式
四轮警车、2 辆警用摩托车、2
名协警员，负责维护考点周边道
路交通秩序、应急处置突发事
件、为考生提供必要帮助。同
时，各交警大队在辖区主干道及
考点周边区域设置两处一般交通
事故处置小组，确保道路交通事
故发生后快速处理、快速撤离、
快速恢复交通。

乌鲁木齐市 25 家 120 网络
急救站点在高考期间承担了全市
各大考点应急医疗救治和转送任
务，确保及时应对突发公共事
件，做好医疗救援工作；各站点
医院也保证院前院内医疗急救绿
色通道畅通无阻，以高效、快
捷、优质的服务做好应急医疗保
障及救援工作。

多措并举严防作弊
为保障高考公平、顺利进

行，各地都实施了相应举措。
今天上午，湖南省委副书记

乌兰、副省长向力力来到湖南省
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调度
督查高考工作，通过考务指挥平
台全面了解全省 14 个市州的高
考运行情况，勉励全省广大考务
工作人员全力以赴，确保今年高
考平安稳定顺利，实现“保平

安、保质量、保公平”和“零差
错、零事故”目标。

为确保考风考纪风清气正，
形成打击“助考”犯罪活动的高
压态势，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除了
要求各地继续选派考风考纪巡视
员强化考场监控外，还专门在省
高考指挥中心组织了一批“网上
巡视员”，集中巡查各地考试组织
实施情况，一旦发现考场异常，第
一时间报告、处理，努力将考试违
规行为消灭在萌芽阶段。

广东省公安厅派出专人加强
有害信息监控和处置。经协调，
该省启用了130多座无线电信号
监测站，派出 50 多台无线电信
号监测车，加强对考点周边非法
无线电信号的监测和巡逻。

青岛各区、市和各高中学校
在高考前集中组织开展了考生诚
信应考教育，并与每名考生签订

《诚信应考承诺书》，考生承诺严
格遵守考试纪律、不作弊、对作
弊行为积极举报。

（统稿：记者 刘亦凡 采
写：记者 施剑松 王英桂 陈
强 徐光明 刘盾 方梦宇 董
少校 魏海政 蒋夫尔 孙军
阳锡叶 缪志聪 通讯员 庞雪
芳 马少宾 苏剑超 曲海青
栾心龙 实习生 黎鉴远）

一切为了高考平安顺利

6月7日，湖南省祁阳县二
中考点 340 考室，29 号考生刘
雨晴正在答题。他右手执笔却
无力移动，要依赖上身转动、
左手助推，才能写完一笔一画。

因小时候患痉挛型脑瘫导
致运动神经损伤，刘雨晴行走
不便、手臂乏力，常人轻轻松
松就能完成的书写，对他来说
都是挑战。

考虑到这一特殊情况，祁
阳县教育局将刘雨晴每科考试
的时间延长 30%。在之前的考
室编排中，县里的计划是给他
安排一间房单独考试，但刘雨
晴谢绝了。他说，自己更愿意
与正常考生“同场竞技”。

刘雨晴酷爱读书，记忆中
最深刻的书是残疾人作家海
伦·凯勒的自传体名著 《假如
给我三天光明》，从中，他领悟
到要阳光、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高一高二，刘雨晴拒绝家
人陪读，独自在校寄宿，打饭

洗衣等日常生活都能自理。让
班主任胡超文感触最深的是，
不管刮风下雨，刘雨晴都能提
前到校到班，除认真学习外，
他还积极参与各项班级活动。
考前的“点燃高考正能量”主
题班会中，刘雨晴以自身经历
阐释“我自信，我坚强”，成为
全校师生的“励志男神”。

三年高中生活，刘雨晴得到
了学校和老师、同学们的许多帮
助。学生食堂人多拥挤，学校便
安排他到教师食堂就餐，且每餐
都为他预留饭菜；每年评国家助
学金，他都能享受资助；每次上
下楼梯或行走虚脱无力时，总有
同学伸出援手扶他前行。

“学校是一个温暖的大家
庭，老师和同学给予了我无私
的帮助。”求学至今的种种经
历，让刘雨晴坚信社会是温暖
的、人生是美好的。他说自己
要怀着感恩的心启程、追梦，
用行动回报社会。

“励志男神”的同场竞技
通讯员 李新春 本报记者 赖斯捷

等了 50 多年，今天，新疆
沙湾县居民马桂花终于以考生
身份走进高考考场。这位“奶
奶级”考生，将与孙子辈的学
子们同场“竞技”。坐在沙湾县
第一中学 338 号考场，环顾四
周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孩子们，
仿佛又回到年少时代的马桂花
多少有些激动。

今年 66 岁的马桂花，为参
加这次考试已经准备了整整 3
年。考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她
说能靠自己的努力参加高考，
本身已经是人生的胜利了。对
于考试成绩，她会尽力而为，
相对于结果，她更享受参加高
考的过程。

“每天最少复习 8 小
时。”高考前，马
桂花在沙湾县
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复习，状态很不
错。她的笔记本上写满了拼
音、诗词和易混淆的汉字，还
有数学公式和英语短语，这些
都是在她的“老伙伴”——老
花镜和放大镜的帮助下完成的。

但 学 习 毕 竟 是 件 辛 苦 的
事。马桂花患有低血糖，依然
坚持参加高考，和平常相比，
她的口袋里多了几颗水果糖。

“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虽然年龄大了，但还是要
补上，免得这辈子留遗憾。”谈
起高考，马桂花说。

“奶奶级”考生的高考路
本报记者 蒋夫尔

□高考人物

6 月 7 日清晨，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教师为即将进入高考考场
的学生加油鼓劲。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鼓励

□高考首日现场直击

爱心助考
① 6月7日，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第一中学高考考点，值勤

交警奉湘杰背起脚受伤的考生，将他送到考场外。 何红福 摄

② 6月7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慈善义工协会志愿者手持“请
勿鸣笛”标牌，提醒过往车辆考试期间禁止鸣笛。 张力涛 摄

③ 6月7日，湖南省涟源市第一中学考点，志愿者为考生免
费发放矿泉水。 张扬 文迪光 摄

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