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安排 60 多辆客运车接送

高考生可到 10个点
乘免费车赴考

本报三亚 6 月 4 日电 (记者林容宇)
今天下午，记者从三亚交通局获悉，为方
便参加高考、会考学生出行，三亚交通局
将组织三亚市所有公交公司，抽调 60多
辆客运车，分别在三亚市第一中学等 10
个接送点免费接送参加高考的学生。 同
时，组织 80多辆客运车在三亚市一中等
11个地点免费接送会考学生。

高考考生可以在三亚市一中、 市二
中、市四中、市民族中学、麒麟酒店、崖城
高级中学、华侨中学三亚学校、八一中学、
鲁迅中学、 农垦三亚高级中学等 10个接
送点，免费乘坐接送专用车辆到达三亚市
一中、二中、实验中学三个考点。

参加保障线路为 1、4、11、14、27、37、38、39、41、43、
44、51、68路、旅游 2线、旅游 5线（考生可在省彩票中心
站下车步行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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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支招

场外守候或适得其反

学生希望家长不陪考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记者宗兆宣）每年高

考期间，海口各考点外都会聚集大量家长，在门
外焦急等待孩子考完出来， 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我不希望父母送考甚至场外陪考，这样会给我
造成压力，万一哪门功课发挥不好，走到考场外
会感觉特对不起父母， 这样会影响下一场考
试。 ”海南华侨中学高三学生小王直言不讳地告
诉记者。

一位留校的海南中学考生小符告诉记者，海
南中学的考生很多都是在本校的考点参加高考，
尽管考前学校会锁上教室门， 但多数同学选择留
校备考。 回到家里复习的条件会很好， 但父母会
不停嘘寒问暖，并强烈要求送考、陪考，带来无形
的压力。所以同学们大多选择留校，直到考试结束
再从容面对家长。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建议家长场外
陪考，是否需要送考家长最好提前征求孩子意见，
否则会适得其反。

遇噪声污染
可拨 12369 投诉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李佳

飞)“高考期间， 如遇噪声污染， 可拨打
12369投诉举报。 ”海口市环境保护局相
关负责人今天介绍， 该局已制定方案，将
会同海口市公安、工商、住建、文体、城管
等部门，加大对各噪声污染源（例如各类
建筑施工现场、加工企业、餐饮酒店冷却
塔、抽风机、休闲娱乐场所等）的监管和执
法，对市民反映强烈的噪声投诉，坚决立
案，并从快、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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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公交线路保障服务 9个高考考点

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搭公交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吴钟龙） 记者今天从海口
市道路运输管理处获悉， 为做好
2014年高考期间（6 月 7 日至 9 日）
公交出租车保障工作，给考生提供一
个温馨舒适的公共交通环境，根据海
口市政府、 市交通部门的工作部署，
海口所有公交大巴车都将参与“免费
接送高考生”社会公益活动，对海口
9 个高考考点提供公交线路保障，同
时为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成立了百辆
出租车免费送考车队。

据悉，6 月 7 日至 6 月 9 日高考
期间海口考生可凭高考准考证免费
乘坐公交。 海口市交通部门还要求各
公交企业做好保障线路车辆隐患排
查工作，保证各公交线路车辆准班准
点发车，各考点公交运力充足，增强
服务意识，营造良好的公共交通服务
环境。 对需要包车接送服务的，将由
海口市市内包车客运企业和市公交
集团予以安排，具体包车费用由校方
和各企业商定。

此外， 海口还成立了百辆出租
车免费送考车队， 有特殊需求或需
要应急接送的考生， 可联系市运管
处公交科协调爱心送考车辆， 实行
全程免费送考服务 ， 联系电话：
66263709。

海南中学高级教师张开基提醒家长

不问考试难度不唠叨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高考期间，家长应该注意什么？ 海南省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学会副会长、 海南中学高
级教师张开基的回答是要注意六大事项：不
问考试的难度； 不问答题情况和分数； 不唠
叨；以平常心看待孩子的考试；以平常心对待
孩子的起居；孩子的情绪波动时，要冷静、理
解、鼓励。

高考期间， 孩子太紧张 ， 家长该怎么
办？ 张开基举例说，孩子考前一晚失眠或者
没睡好， 家长可以建议孩子： 不要太焦虑 ，
放松身体躺在床上 ； 用手轻按脚底涌泉穴，
再慢慢躺下。

另外，张开基还认为，家长要帮助孩子寻找
造成紧张情绪的原因，引导孩子放下包袱；帮助孩
子树立正确的应试态度，即“争取成功，坦然面对
失败”。 引导孩子淡化考试结果，淡化分数，重视
学习动机、学习过程。

为了防止孩子在考场中突然“失忆”，张开基
说，家长考前可建议孩子：先稳定情绪，用清凉油
轻擦太阳穴或手心；采取积极的心理暗示，如默念
“放松、放松、放松”；转移视线，如观望考场外的
绿荫或天空。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我省 6.1万多名考生 7日起高考
海口每个考点部署 15名警力,部分佩带枪支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记者郭景水
特约记者韩小雨 通讯员贠丁琦） 全国
2014 年高考将在 6 月 7 日正式开考，全
省 6.1 万多名考生将在 3 天时间里进行
人生的“第一大考”。 今天下午，副省长
王路一行先后来到省考试局国家教育考
试考务指挥中心、海南中学高中部考点、
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考点， 检查高考
考前准备情况。

今年， 我省 18 个市县 （不含三沙

市）和洋浦经济开发区共设 19 个考区，
其中海口考区设 9 个考点。 按照省教育
厅的统一要求， 每个考点的主考均由考
点学校的校长担任， 主考全面负责考试
期间的考试组织实施等工作。

据了解，海口考区的 9 个考点，高考
期间海口警方将在每个考点部署包括治
安、消防、交通、武警等多警种共计 15 名
警力，部分警力将佩带枪支，全力保障考
点的秩序。同时，海口考区将在考点周边

画出临时停车场，方便家长接送考生。
标准化考场使用总数比去年增加了

146 个， 今年我省所有考生都在标准化
考场参加考试。 同时，省教育厅、省考试
局要求，高考期间，各考点要做好考生进
入考场时的金属探测器安检、 身份识别
等考生入场检查工作。考试实施过程中，
各标准化考场将全部开启手机信号屏蔽
仪， 每 9个考场配备 1 名视频监控监考
员， 省无线电监督管理局还将派出无线

电信号检测车， 严密监测考点周边的无
线电信号， 并配合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和
查处各类使用无线电通信设备作弊的违
规行为，以确保考试公平、公正。

在省考试局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
中心召开的省派巡视员培训会上， 王路
要求大家增强责任和纪律意识， 严格履
行监督考试秩序职责。 在海南中学高中
部和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两个考点，
王路一行重点查看了播放英语听力的广

播室、考点监控中心、试卷保密室、试卷
分发室等考点考务操作场所， 并要求考
点主考提前做好考场用电、听力设备、安
全保卫人员配置、保密设施的配备、空调
调试等工作， 特别要求考点要对雷雨天
气等意外情况做好应急预案。

另据了解，省教育厅、省考试局的相
关负责人在端午小长假之前对全省 19
个考区的每个考点考前准备情况进行了
全面排查。

参加保障线路为 46路、205线。 另外，临时调整 21、
41、45路原经过琼山中学高中部的 3 条线路恢复原线行
驶至龙塘路口后，调整经滨江路、海瑞桥、琼山大道行驶
至新大洲大道，参加琼山中学高中部高考保障工作。调整
时间为 2014年 6月 7日至 9日 7：00—18：00

琼山中学高中部考点（新大洲大道 396—2 号）8

参加保障线路为 1、2、16、22、24、30、36、40、
41、61路、旅游 1线

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考点（海秀中路 15 号）1

参加保障线路为 12、29、32、34、56、71 路、 旅游 4 线
（考生可在美兰公安分局站下车步行到达，12、29、71 路、旅
游 4 线可直达）

海口四中高中部考点（美苑路 59 号）3
参加保障线路与市一中高中部考点相同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考点（金福路，一中斜对面）4

参加保障线路为 21、41、43、45路、旅游 5线

海师附中高中部考点（琼山大道 313 号）5
参加保障线路为 9、10、11、12、18、19、20、21、23、

33、35、42、45、47、59、61 路、201 线 （考生可在中国城
站下车步行到达，10 路、201 线可直达）

海南中学高中部考点（府城大路街）6

参加保障线路为 9、10、11、12、21、23、31、35、42、
44、45、47、59、61、62路、201 线（考生可在省高院站下车
步行到达，42 路可直达）

海南中学初中部考点（高登西街朱云路以西段）7

参加保障线路为 7、17、36、66 路。 另外，临时调整延
伸 16、22路至市一中高中部参加高考公交保障，调整保障
时间为 2014年 6月 7日至 9日 7：00—18：00

市一中高中部考点（白水塘路）2

高考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