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征集形式

征集作品类型

4月1日-7月31日
需进入公益广告征集官网平台进行提交

平面广告类：
提交图片文件

视频广告类：
含影视视频、
微电影视频、动画片等

（参赛作品须为2016年以来的原创作品）

自荐、网站推荐、教育部直高校推荐、省级党
委教育工作部门推荐。

（重复提交视为放弃参与资格）

网上提交作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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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9日讯 （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唐璨）下
午4时 30分，随着“考试终了时间
到”的广播提示，我省2017年高考平
稳顺利结束。接下来，700多名教师
将在6月13日至6月20日期间开展
评卷工作。评卷结束后，省考试局将
对评卷结果进行严密的比对和核查，
准确无误后拟在6月25日左右向社
会发布。

在本次高考中，我省有关单位及
各市县按照省委书记刘赐贵、省长沈
晓明相关指示要求，狠抓高考考务、
考试安全以及高温雷雨天气应急等
工作落实。副省长王路多次来到省
级考务指挥中心、各考点检查指导，
省教育厅、省考试局领导干部24小

时轮流值守，全省19个考区的市县
党政班子主要领导、分管领导靠前指
挥，24个高考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按照职责全力配合……全省上下
约计7800名考务、电力、保密、武警、
交通、公安等人员参加高考保障工
作，还有众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投
入到“爱心送考、助考”行动中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高考期
间，全省37个考点、1967个考场考
试秩序井然，工作平稳顺利。接下
来，相关人员还将继续以更严、更
实、更细的作风做好高考评卷录取
等后续工作，全力落实教育部关于

“公正高考、平安高考、诚信高考”的
目标要求。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高考评卷继

续实行网上评阅的方式，评卷地点仍
设在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楼。6月9
日上午，省考试局已开始对部分市县
回送的高考答题卡进行了扫描，预计
到6月13日可以全部结束答题卡扫
描工作。考生答题卡由武警24小时
值守，并实行严密的视频监控。

为做好今年的评卷工作，省考试
局更加严格做好评卷教师的选聘工
作：扩大选聘高校教师的比例，高校
评卷教师占比达到了20%多；以近
几年参加评卷教师评卷考核为依
据，重点选聘近年来评卷速度快、无
效率低的优秀评卷员和教学经验丰
富、职称高、专业素养好的全省一级
中学教师。

评卷教师的选聘要求也得到了

提高：对于评阅分值较大、主观性强
的试题，如作文题、论述题、计算解答
题等题型的评卷员，省考试局要求有
3年以上教学或教研经验和一定的
评卷经验，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对学
科副组长、质检员和题组长要求有5
年以上教学或教研经验，具有副高级
以上职称；学科评卷组组长要求有7
年以上教学或教研经验，具有副教授
以上职称的大学本学科高校院系领
导担任。

正式评卷前，省考试局将组织各
学科组先进行充分的试评，制定出统
一的评分标准，科学、客观的评分细
则。每个评卷员都要经过培训、试评
及考核合格后才能参加正式评卷。
评卷工作设有专门的质检组，负责按

不少于评卷总量25%的数量，对各学
科评卷教师的评卷标准的掌握和评
卷细则的执行进行跟踪和监控，发现
问题及时纠正。

值得一提的是，评卷工作继续
坚持回避原则，即有直系亲属参加
高考的人员或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
参加评卷等工作，高三语文、英语学
科的任课教师也不能参加高考评卷
工作。

评卷结束后，由成绩复核组通过
人工和评卷系统相比对的方式，对评
卷结果随机进行选择题二次识别、满
分、零分及缺考卷的校验、选择题与
非选择题分数高低对比校验等十几
项的关联核对，以确保评卷结果的准
确无误。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 符宏

这三天来，每天凌晨5时，张亚
丽就起床了。她准备好早饭后，再次
仔细检查女儿的考试“装备”，“准考
证、身份证、涂卡笔、橡皮……这些东
西可不能忘带了”“早饭已做好，要记
得叫女儿吃”，给丈夫留下纸条后，她
匆忙赶到考点巡查排水设施。

张亚丽是海口一名普通的市政
排水工人，今年她的女儿也要参加高

考，考场位于海南中学高中部。由于
今年高考期间预计有雷电天气，张亚
丽需要在考点附近巡查排水设施，所
以无法像其他父母那样，在考场外陪
女儿高考。

“今年高考期间下雨，同事们本
来就工作压力大，这个时候我怎么好
意思请假。”张亚丽说。据了解，海
口市排水管理所允许今年子女参加
高考的职工请假、调休，但张亚丽考
虑到大家工作任务重，放弃了这项

“福利”。
“从事排水工作20多年了，几乎

每年高考都坚守岗位，但今年心情跟
往年还真不一样。”今天上午10时，
记者在海南侨中高中部见到张亚丽，
她正在巡检考点周边的排水设施。
上午的考试即将结束之际，突然下起
了雷阵雨。此时张亚丽立即打开井
盖，放好警示牌，冒着大雨守在排水
口，清理周边的垃圾，保持排水通畅。

由于是短暂降水，路面没有多少

积水。等张亚丽忙完，时间已过去了
半个多小时，但她顾不上休息，工作
服没来得及脱，就骑着电动车匆忙赶
往女儿所在的考点。“女儿已经考完
了，今天她爸爸出差，我答应要去接
她。”

海口市排水管理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除了张亚丽外，该所还有
其他5名职工的孩子也参加高考，但
没有一人提出请假，都是委托其他家
人陪同。 （本报海口6月9日讯）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符晓虹 郭冬艳）记者
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高中
基础会考期间（6月10日），海南岛
受东南气流影响，无高温天气。当
天降水减少，全岛气温逐渐升高。

气温方面，会考当天，全岛最高
气温 32℃～35℃。降水方面，北
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多云，局地午后
有雷阵雨；东部和南部地区多云，局
地有小阵雨。

高考和高中基础会考期间，我
省多阵性降水，局地雨量较大。省
气象部门建议考生和家长：出门带
好雨具，注意防御雷电；降雨可能造
成交通不畅，特别是雨量较大区域
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安排赶考时间
应留有余地。

本报定城6月9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司玉）“别急着走，留下一张
照片纪念我的青春！”今天下午4时半，
随着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起，2017年高
考的所有科目考试圆满结束。在定安
县定安中学的校门口，高三学生小燕

喊住父亲，在此用手机自拍。
“走出校门的时候特别想和爸

爸在这里一起自拍。”小燕说，对自
己而言，这张自拍很有意义，不仅是
对母校的留念，还是对父亲默默守
护的感谢。“从今天起，我将离开母

校，3个月后，我可能将离开父母到
远方求学，我要用照片记下相处的
美好时光。”

在定安中学校门口，不少学生像
小燕一样，纷纷拿出手机或自拍，或
合影，校门口响起了一阵阵欢快的

“咔嚓”声。孩子们不仅和自己的父
母、朋友拍照，还主动和门口维护秩
序的保安或热心的志愿者们一起合
影。有考生说：“希望在多年以后，我
们还能通过这些照片回忆起高考结
束时走出考场的心情。”

我省中职学校
7月7日开始放暑假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唐璨）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中等职业学
校学生将于7月7日正式放暑假，8月29日正式
上课。未经省教育厅批准，各中职学校不得提前
放假和推迟开学。

另外，根据省教育厅今天印发的校历，我省中
等职业学校 2017-2018 学年度第一学期将于
2017年8月25日至28日报名注册，8月29日正
式上课，2018年2月9日放寒假；第二学期将于
2018年3月3日至4日报名注册，3月5日正式上
课，7月6日正式放暑假。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尤梦瑜）6月9日
是第十个国际档案日，今年国际档案日的主题为

“档案——我们共同的记忆”。今天上午，省档案
馆围绕这一主题举办“家谱族谱展”和“海南省志
书展”两大展览，展示档案馆保存的“海南记忆”，
一天的展览吸引不少公众前来参观。

“家谱族谱展”展出了包括《袁氏族谱》《崖县
孙氏族谱》和《海氏续修族谱》等22种珍贵族谱。
这些族谱记载了一个个海南家族的历史与兴衰。

“海南省志书展”从馆藏中精选出了《正德琼
台志》《海南岛志》和《海南铁矿志》等有代表性的
26种志书，这些志书真实反映了海南历史遗迹各
项事业的发展情况。

6月9日，在省档案馆，市民在阅读展出的家
谱族谱。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迎接第十个国际档案日

省档案馆两大展览
带您走进“海南记忆”

高考三天
海口整治噪音117宗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计
思佳）今天，高考落下帷幕。三天
内，海口全市城管执法队员开启

“白+黑”的护考模式，重点处置考
点周边噪声污染，为考生献上“静音
大礼包”。

高考前，海口制定了《2017年
中高考期间噪音及环境整治工作方
案》，对9个考点及周边半径1000
米范围内噪音进行严格控制，建筑
施工工地停止一切产生噪音的施
工，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严格控制各
类社会生活噪音等。

考试期间 ，海口充分发挥
“12345”政府服务热线的指挥棒作
用，严查噪音污染。6月7日上午7点
30分，市民举报称海口旅游职业技术
学校考点附近的万达广场工地仍在施
工。接报后，海口秀英区城管立即前
往处置。从接到投诉到解决问题，用
时不到30分钟。

据统计，高考期间，海口共出动
城管执法人员4319人次，噪音整治
117宗。

大学生们，快来参加
全国平面公益广告大赛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唐璨）2017第三届全国平面公益广告大赛暨全国
大学生公益广告征集活动已经启动，大赛面向全
国征集作品，我省高校全日制在校学生均可自愿
免费参与。大赛由人民日报社、中央网信办、教育
部联合主办。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李盛兰

早上5时许起床打理家务，7时
赶到考点执勤，9时考试开始后赶回家
照顾癌症晚期的妻子，10时30分又赶
回考点执勤，中午买菜回家做饭，下午
1时30分到考场继续执勤……这是海
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美兰大队民警王
惠宏高考期间的日程表。队里怕他每
天来回奔波吃不消，没少做思想工作，
王惠宏却笑着说：“为了孩子们，辛苦

这几天是值得的。”
6月9日是高考的第三天，像前

两天一样，7时刚过，王惠宏就来到
自己负责执勤的海口市第四中学高
中部考场门前，提前设置好交通指示
标志，清理学校门口的乱停车辆，指
挥疏导交通，为即将前来的高考学子
创造一个安静舒心的环境。

看到有考生未携带雨伞，他立即
撑伞护送考生到考场的入口处；见到
有拄着拐杖正蹒跚而行的老人要过
马路，他又赶紧上前搀扶老人安全通

过，王惠宏的鼻尖上很快就布满了一
层细密的汗珠。

忙碌的护考工作让王惠宏非常
投入，但谈到患病的妻子时，这位硬
汉却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他的妻子黄芳于2009年被检查
出患有宫颈癌，今年年初该病转移复
发，经医院检查已进入癌症晚期，在
经历手术、化疗、放疗一系列治疗过
程后，妻子已是极度虚弱，生活无法
自理，每天卧病在床。

“妻子现在每天都要去做放疗，以

往都是我陪着她去。”王惠宏说，高考
期间，他只能让女婿帮忙照顾妻子，但
一有时间，他还是会赶回家中，帮助妻
子上洗手间，替她按摩缓解不适，短暂
相聚后，又立即返回考点参加执勤。

王惠宏表示，虽然妻子需要人照
顾，但高考期间的交通维稳工作也不能
松懈，让考生们平平安安地进入考场，
顺顺利利地离开，是他的职责所在。虽
然这几天不能好好照顾患病的妻子，但
他相信妻子会理解这份工作的意义。

（本报海口6月9日讯）

2017年高考平稳顺利结束，6月13日至20日评卷

我省拟于6月25日公布高考成绩

高中会考当天
琼岛降水减少

孩子在考场内奋笔疾书，妈妈在考场外排水检修

一位特殊的“陪考”家长

海口交警王惠宏家有病妻，他仍不辞辛苦护航高考

“为了孩子们，辛苦几天是值得的”

6月9日，在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考点，考完最后一门科目后，考生们兴
奋地将恩师高高抛举起来，庆祝高考结束。 本报记者 张茂 摄庆祝高考落幕 考生抛举恩师

6月9日，在海口市第一中学高
中部考点，考生们在高考最后一门科
目结束后互相拥抱。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拥抱

高考结束，定安中学考生在校门前自拍留念

“留下一张照片，纪念我的青春”

我省认定一批
海洋意识教育特色学校
19所中小学幼儿园入选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唐璨）省教育厅昨天公布了海南省海洋意识教育
特色学校名单，三亚市第九小学等19所中小学幼
儿园入选其中。

为贯彻落实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积极推进我
省海洋意识教育“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日前，省
教育厅对2017年申报海南省海洋意识教育特色学
校（幼儿园）的学校和幼儿园，从办学理念、课程开
设、校园文化、资源保障、实施成果等方面进行了综
合评定，认定了一批海洋意识教育特色学校。

省教育厅希望，入选学校和幼儿园以海洋意
识教育特色建设为突破口，深入挖掘海洋意识教
育资源，拓展海洋意识教育内涵，逐步提高全体师
生海洋意识水平，促进学校内涵发展；各市县（单
位）教育行政部门加强本地海洋意识教育特色学
校（幼儿园）管理，指导特色学校（幼儿园）创新海
洋意识教育经验，充分发挥海南省海洋意识教育
特色学校（幼儿园）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中小学
幼儿园海洋意识教育全面深入实施。

学子
心声

陪考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