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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去年增加

35万人

高考报名人数

975万人

大部分为

“00后”

本报 6 月 7 日综合消息 6 月 7 日
上午 8 点，天津市崇化中学考点门口。
天津市第九中学高三（6）班学生马静怡
和她的班主任赵杨相拥在一起，轻轻耳
语：“老师，等我们的好消息！”赵杨轻拍
着学生的后背，内心澎湃。

今天，全国 975 万名学生走进高
考考场。他们的背影牵动着老师、家
长的心，也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本
报记者分赴多处考点，直击高考首日
现场。

家长：面对高考更加理性
因为孩子的考点就是自己的工作

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外国语学校教师
徐丽英今天没有刻意请假。目送孩子
排队走进考点后，徐丽英如往常一样
来到初中部外语教研室上班。

“说没有丝毫压力是不可能的。今
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大多在 2000 年出
生，975 万考生人数也是近年来新高，
高考竞争压力肯定比往年要大，但我相
信孩子没问题。”提及孩子参加高考的
心情和感受，徐丽英很平静，“高考是孩
子必经的人生历练，也是检验孩子多年
学习成绩的好契机。但现在的高考绝
不是‘一考定终身’，而是孩子漫长人生
中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按目前国家高
等教育发展形势，绝大多数孩子都有接
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家长不必过度紧

张和焦虑，要相信孩子们的能力和水
平。”

今年是浙江新高考第二年，记者在
考点发现，与往年相比，送考大军的人
数有所减少。考前 20 分钟，在杭州市
学军中学门口，送完孩子的家长很多都
回去了，为数不多的留在现场交谈的家
长，也比较轻松。“前面的选考我送过几
次，感觉我们家长和孩子面对高考更加
理性。我的孩子 7 选 3 考得不错，只要
正常发挥，应该能上心仪的学校。”来自
文新社区的家长张小军说道。现场维
持秩序的一名交警告诉记者，今年开车
来送考的家长都十分自觉，放下孩子后
就把车开走了，所以一个上午的执勤过
程中，没有发现拥堵状况。

老师：给孩子们加油鼓劲
为了更好地激励学生，赵杨精心

准备了“考神”标识。“我们一定能考
好，您就放心吧！”佩戴着“考神”标
识，调皮的大男孩马艾泽自信地用手
摆着“V”字。“加油吧，孩子们！高
考必胜！”看着学生们一个个精神抖擞
地走进考场，赵杨十分欣慰。

早上不到 8 点，天津市美术中学
教师祁蕊就出现在高考考点——天津
市第五十七中学门口。一看到她，十
几名等在门口的考生就高兴地飞奔过
去。祁蕊工作22年，今天是她带的第7

届学生参加高考。其实，学校并没有安
排她来考点，但高考前一天，一位家长
在朋友圈发的信息引起了祁蕊的注
意。家长写道：明天孩子高考，但是我
抽不开身去送他进考场，非常遗憾。祁
蕊马上询问了孩子的考点，然后承诺：
明天我替您把孩子送进考场。

祁蕊说：“高考是学生人生中的关键
节点。作为和学生们一起走过3年的老
师，我也希望能与他们一起经历这一重
要时刻。同时，我班上很多学生的家长
都不能亲自送孩子进考场，我来现场也
是替家长给孩子们加油鼓劲，希望他们
稳定心态，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

陈以红是江苏省盐城市亭湖高级
中学高三（11）班班主任，一个多月前，
她不小心摔伤，腿部骨折。为不耽误学
生功课，一个多月来，她没请过一天假，
每天拄着双拐从一楼爬到五楼为学生
上课。今天一早，她又拄着拐杖赶到盐
城市田家炳中学考点送考。

考点：有人情味很温暖
“木耳炒鸭、烤肠、牛肉、炒肉、

米粉肉、鸡肉和素菜。”6 月 7 日中
午，记者在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第
一中学二楼食堂看到这份菜单，悬挂
在高考用餐窗口。

“高考期间为考生准备爱心营养
餐，已成为学校 18 年来的惯例。”该

校校长王瑞斌说。严把食品卫生关，
餐具进行严格消毒；严控采买关，确
保食材卫生、新鲜；合理配餐，再给
加点营养，保证考生们吃得好、吃得
饱，无饮食后顾之忧⋯⋯高考期间，
江华一中不仅制定了详细的食品安全
实施计划，更进一步加强了对食堂卫
生安全工作的全程监督。

“这两天，考生们凭借就餐卡便可
领取一份爱心营养餐，只象征性地收取
1 元钱。”食堂采购负责人刘美玉告诉
记者。“我觉得学校很有人情味，很温
暖。”正在用餐的一名考生笑着说。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六中考
点，一名拄着双拐前来参加高考的女
生格外引人注意。原来，在今年 5 月
参加体育测试时，该女生不慎脚腕骨
折，经过治疗，最近刚刚撤下石膏，
但依然行动不便。（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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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6 月 7 日，在贵阳市乌当中
学考点，老师给考生加油鼓劲。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图② 6 月 7 日，北京市十一学校

考点，考生结束上午的考试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图③ 6 月 7 日清晨，北京市第八
十中学考点，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朝阳
学校送考教师拥抱考生，为其加油。

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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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高考拉开帷幕，青岛公
交集团开通 6 条“高考专车”线路确
保考生快捷、准点到达考点。最引人
注目的是，已经连续 20年接送考生的

“高考专车”212路今年继续上路。
自1999年首次开通“高考专车”至

今，212 路“高考专车”已连续 20 年接
送高考学生，累计安全行驶 4000 多公
里，运送学生、家长和教师 7000 多人
次。为确保专车安全运行，车队还邀请
了交警骑摩托车在每辆专车前开道，选
派优秀驾驶员承担运送任务，沿途只接
送考生，按沿线公交站点停靠。

今年 212 路“高考专车”又推出
不少特色服务项目。212 路沿途的特
需考生如果行动不便，可以提前拨打
车队电话联系，公交志愿服务队就会
上门服务；车队建立微信群邀请考生
扫码入群，与车队人员沟通相关乘车
问题。此外，车队还张贴温馨提示
语，在每辆车上安排专人佩戴标识为
乘车考生提供服务。另外，车上还
准备了铅笔、橡皮等考试用品和
常用药物，以备考生不时之
需。

（本报记者 孙军）

坚持20年的
高考公交线

6 月 7 日上午 9 时许，湖南省江华
瑶族自治县第二中学的高考备用考室
如约启动，两位考生苏荣 （化名） 和
李平 （化名），正在里面奋笔答题。

两个月前，苏荣和李平在高考体
检时被确诊为继发性肺结核，具有一
定传染性。他们能不能正常参加高考？

学校将两人的特殊情况上报江华
县教育招生考试办公室。6 月 5 日，
省、市两级教育考试院做出批复，同
意为两名考生单独设立考室。当日，
该县启动备用教室，抽调两名教师专
门为他们监考。

6月6日，特殊考场准备就绪。苏
荣、李平通过安检走进为他们两人准
备的标准化备用考室，在简单做完听
力测试后，二人感觉“温暖贴心”。

据了解，考试期间，该县教育局
和 考 生 所 在 学 校 还 启 动 了 应 急 预
案，每场考试结束后，都会对两人
的考场进行消毒处理。班主任和相
关医护人员也随时准备着，为两位
考生提供全方位服务，确保不因病
影响高考。

（通讯员 唐世日 本报记者 赖
斯捷）

为两名考生
启动备用考场

6 月 7 日上午 11 时 50 分，湖南省
保靖民族中学考点802考室很安静，考
生张欢松开被汗水浸湿的右手，舒缓手
指关节，又费力地握起笔，埋头继续答
题。

张欢出生不到两个月便患上病毒
性脑膜炎，从此落下行走不便的后遗
症，双手无名指和小指无法用力，导致
他不仅字写得慢，写久了手还会痉挛。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批准了保靖县教
体局为他申请的高考绿色通道。民族中
学考点特意为他准备了轮椅，进出考场
由专人护送，每堂考试时间延长 30%。
中午12时19分，坐在轮椅上的张欢，由
工作人员从考试通道缓缓推出。

几乎差不多时间，在距离保靖县民
族中学 500 多公里外的祁阳县四中考
点 039 考室里，考生钟星刚刚结束答
卷，走出考场。一岁多时，钟星不慎从
高处跌落，伤及颈椎大神经，拿笔写字
要借助整个身体的力量，速度缓慢。

延迟 45 分钟交卷的钟星走出考
场，笑着说：“高考是每个人开启精彩
人生的转折点，我没有理由退缩。”

（通讯员 彭春芳 李新春 彭斯
亮 本报记者 赖斯捷）

延长45分钟
的特殊考试

6月7日一大早，武汉六中教务处
教师陈良清正在试钟，今年他将第 31
次担任考点敲钟人，负责发出考生进
场、试卷启封、开考、停止答卷的指
令。

“为了更准确地发出打铃信号，
这几天我每天都会在早中晚对 3 次时
间。”陈良清说，敲钟最难把握的是
节奏和力度，钟声既要让大家集中注
意力，又不能刺激考生的紧张情绪。
敲钟多年来，陈良清从没出过差错。

“敲钟的时长、间隔有严格要求，
不同节奏代表不同的指令信号，但都
必须在 10 秒钟内结束。”陈良清介绍，
进场钟声是“铛、铛”，开考前 5 分钟分
发试卷，钟声是“铛铛、铛铛”，正式开
考和考试结束的钟声分别是“铛铛铛”
和“铛铛铛铛”，分别提示考生开始、结
束答题。

因人工敲钟的声音传播效果更
好，还可避免停电等因素的影响，武汉
市全部高考考点目前均采取人工方式
打铃，考场挂钟时间仅供参考，考试时
间一律以考点人工打铃信号为准。

（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李
云琪 毛军刚）

陈良清：为高考
敲钟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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