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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叶媛
媛）作为每年高考的首考科目，语文
学科总是最受外界关注。今年海南
高考语文采用的仍是全国卷Ⅱ。海
南华侨中学高级教师宋献良认为，今
年语文考卷最大的亮点在于阅读量
的增加，阅读内容范围更广，作文为
材料型题目，写好难度不大。

阅读内容范围广

翻开历年高考语文卷，阅读题总
是考卷中的“重头戏”。今年的阅读依
旧分为论述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
读、实用类文本阅读、文言文阅读、古代
诗歌阅读五个部分，此外还有名篇名句
默写、语言文字运用题及作文。

“从文本内容上看，今年的现代文

阅读题内容涉及到被遗忘权、知识产
权、技术专利、有声电影等，难度虽未
增加，但这些都是考生平时很少涉及
的领域，从出题角度上看，可以反映出
今后高考语文阅读题会朝着内容面更
宽、关注面更大的方向发展。”宋献良
认为，未来高考语文教学中，老师和学
生依旧需要再把视野打开，多了解当
下社会和时代发展关注的问题。

阅读量增加是趋势

近年来高考语文的语言文字运
用题变化不小，因此也有不少老师认
为，这部分内容是每年语文高考改革
的一块试验田。在去年海南高考语
文卷中，语言文字运用题由2道选择
题、1道填空题及1道仿写题组成，题

目各自独立，并无关联。而今年变成
了读一篇文本后做3道选择题和1道
仿写题。

宋献良认为，今年语言文字运用
题型虽较去年稍有创新，但考生并不
会觉得陌生，而且考取的内容依旧是
中华传统文化，难度并不大。“只是从
内容上看，今年这部分的阅读量较往
年增加了近500字。阅读量不断增
加，这将是今后高考语文科目的一个
重大趋势。”

回归材料型作文

相较于前两年考的任务驱动型
作文，今年的作文题目也有所不同。
考题是一篇关于二战期间军方和专
家对战机防护的故事，要求考生结合

材料进行解读，并思考立意，组织语
言。

宋献良说，从考题上看，材料型作
文并不是创新题目，只是近两年高考
较为少考，“做题时考生只要抓住材料
中的‘幸存飞机上的弹痕’‘力排众议’
等要点来谈，离题的可能性就较小。”

宋献良举例：“比如材料中专家
‘从幸存飞机上找弹痕’，考证过程具
有片面性，结论必然也不科学。考生
可以由这个点引申至‘透过现象看本
质’‘逆向思维’等进行探讨。”

同时，考生也可以通过‘统计学
家力排众议’这个要点谈‘坚持己见，
勇于坚持’，‘生活中常有被忽略的问
题’，甚至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
中’，“只要考生能明确立意，自圆其
说，取得好的作文分数并不难”。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今天上午，在海南华侨中学考点，
一排志愿服务帐篷整齐排列着，服务台
上整齐地摆放着矿泉水、清凉油、文具
等爱心物资。志愿服务点前，一群身着

“蓝马甲”的志愿者在人群中来回穿梭。
“我和家人走散了，能不能帮帮

我？”志愿者李冬梅第一次参与爱心助
考，就碰上了一个难题——一位阿婆挂
念孙女高考，早早从家里走到了侨中考
点，走到考点才发现孙女或许并不在侨
中考试。情急之下，她找到了志愿者。

“阿婆记不得儿子的电话，她只知道
孙女是海南农垦中学的学生。”这给志愿
者们增加了不少难度。大家围绕着阿
婆，开始动用自己的一切人脉求助。

得知垦中考生均在本校考试，李冬
梅帮阿婆联系了垦中校方，并将阿婆安全
地送到了垦中考点。阿婆顺利找到家人
后，大家又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据了解，今天海口共有720名志愿
者进行志愿服务。“今年我们还新增了
120急救志愿服务队和12355海南青
少年服务台心理咨询点。”共青团海口
市委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欧阳资说。

（本报海口6月7日讯）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早上6时30分，闹钟响起。
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队员

洪方东比平时上班早起了1小时，因
为这3天他多了一个身份——爱心送
考司机，专门为高三女生徐玲玲（化
名）送考。

起床后，洪方东穿上了救援队的红
色队服。“毕竟是第一次见面，这样能让
考生和家长放心，也能预示‘开门红’。”

天公作美，台风已经离开，大雨也
已结束，路上没了积水，路途非常通
畅。洪方东住在国贸，徐玲玲住在海

甸岛。他7点从家出发，7点10分就
到了考生家楼下。约定见面的时间是
7点20分，在车里等了7分钟，洪方东
把自己的车牌号发给了考生家长，说
自己已经到了。

“你就是接我们的爱心司机吗？”1
分钟后，一个穿着大红色T恤的女孩一
边向洪方东的车招手，一边给自己正在
下楼的父母打电话，催他们赶紧过来。

“你太准时了，比我们还要早到，真
是谢谢啦！”上车后，徐玲玲的父母不停
地向洪方东表示感谢。徐玲玲的父亲
徐先生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孩子高考出
行顺利，他6月4日花400元预定了一

辆出租车，让司机高考3天每天早晚和
中午都送一家三口往返于考场。

“6日下午5点，出租车司机突然打
电话给我，说因为下暴雨，车出了问题，
没法送考了。”徐先生说，当时全家人
很着急，“如果雨一直不停，早上交通拥
堵，又打不到车，耽误考试就麻烦了。”

无奈之下，徐先生只能向海口
12345热线求助。由于海口市民间灾
害应急救援队提前在政府进行报备，
表示可以在高考期间提供爱心送考服
务，热线员将洪方东的电话给了徐先
生。“真的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徐先
生说，他一直问送考怎么收费，但是洪

方东坚持说是免费的。
上车后，细心的洪方东提醒徐玲

玲把身份证、准考证再检查一遍。确
认无误后，给一家三口递上了矿泉水，
一边开车一边播放歌曲《追梦赤子
心》。“这些都是提前准备的。”洪方东
说，昨天确定好接送时间后，他赶紧下
楼把车后座清理干净，买了一箱矿泉
水，还准备了医药箱，里面放了中暑
药、感冒药等。因为担心继续下雨，他
还提前查询了易积水路段，规划好路
线，还在网上下载了歌曲。“歌曲都是
我挑选过的，都是很励志，但又不吵闹
的，想给考生鼓鼓劲。”

“这3天送我们会不会耽误你工
作？”车上，听到徐先生的担心，洪方东
宽慰他们说，公司的同事、领导都知道
他在做志愿者，都非常支持，不用担心。

“我们救援队一共有7名队员报名
提供送考服务，接到了不少考生的求
助。还有两辆救援队的车辆全天准备，
帮助考生处理突发事故。”洪方东说。

7点45分，洪方东的车到达海口第
四中学高中部考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0
分钟。下车后，洪方东和徐玲玲击掌加
油。徐玲玲对他说：“我准备高考完就
去考驾照，以后我也要当一名爱心送考
司机。” （本报海口6月7日讯）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叶媛媛

今天，我省5.8万余名学子迈入高
考考场，与往年相比，这些考生身上多了
一个标签：首批参加高考的“00后”。他
们走进考场时面带微笑、从容自信，为
严肃沉静的考场增添了不少青春生气。

“整个备考期间，这些‘00后’孩
子们都很积极活泼。你看，他们还发
挥创意，给我‘做’了这件衣服。”海口
山高学校高三文（3）班班主任李老师
向记者展示自己身上的红色T恤，全

班学生都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穿着这件衣服站在考点外等他们
凯旋，心里感到幸福极了。”

在海南华侨中学考点陪考的海口
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女儿怕她辛苦，
不希望她来陪考，但她还是悄悄来了。

“她对自己的未来有很明确的规划。”张
女士说，女儿很有主见，很少依赖父母。

张女士说，过去父母总爱给孩子
“下命令”，现在用这种方法教育却很容
易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00后’孩子
更喜欢父母像朋友一样提建议供他们

参考。相信考完后报什么志愿，女儿也
会有自己的主意，我们不会太多干涉。”

一边在海口市实验中学（高中部）
考点做志愿者，一边陪儿子考试的海口
市民刘先生则认为，“00后”家长面对孩
子高考也有不同的心态，他自己更关心
孩子的内心状态：“高考只是孩子成才
的途径之一。我希望孩子能够看淡结
果，享受过程。”

他说，以前不少家长都希望孩子考
外省的高校，毕业后能到“北上广”这些
大城市发展，“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海

南也需要大量的人才，我希望孩子以后
能学成归来，在家乡干事创业。”

时代的变迁，带给考生和家长的
不仅仅是心态上的变化。在海口市第
四中学（高中部）考点陪考的冯先生是
四川人，多年来一直在海南务工。今
天女儿参加高考，他和妻子都请假前
来陪伴。冯先生说，儿子2014年参
加高考时，海南异地高考政策还未
放宽，他因没有缴纳足够年限的社
保，导致儿子受到了报考批次限制。

而从2015年起，我省对外省籍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进行异地高考，
增补了一条准入条件：只要本人及其法
定监护人在我省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含
租赁）并连续居住满12年，本人小学一
年级到高三年级在我省学校有学籍并
连续在我省就读满12年，同时在我省
普通高中学校毕业，其法定监护人在我
省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就可以在我省报
名参加高考，不受报考批次的限制。

“我女儿赶上了好时候。”冯先生
希望，女儿能够好好发挥，考上心仪的
大学。 （本报海口6月7日讯）

我省首批“00后”迎来高考

“千禧宝宝”带来考场新气象

6点半起床、穿红衣、下载励志歌曲

海口爱心司机送考记

海口720名志愿者参与高考
首日志愿活动

爱心助考，
志愿者在行动

名师点评高考语文卷

题型有所创新 难度变化不大

一考生忘带身份证
交警骑车送家长取回

本报三亚6月7日电（记者徐慧玲）“还有50
分钟就要开考，孩子的身份证却忘记带了，这可怎
么办？”今天是全国2018年普通高考第一天，上
午8时10分许，在海南中学三亚学校考点前，考
生家长周女士焦急地找到现场执勤的交警，说明
了情况。

在现场执勤的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大队
长林华健得知情况后，立即安排辅警苏文新骑警
用摩托车送周女士前往三亚市解放四路取考生的
身份证。8点35分，离开考还有25分钟，苏文新
载着周女士顺利赶回考点。“太感谢您了，幸亏有
您，谢谢！”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后，周女士双手紧紧
握住辅警苏文新的双手，连连道谢。

三亚交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前往考场
前，一定要仔细检查所需证件和文具，并留有充分
的时间，以免因意外情况而影响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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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
空军招飞定选将启动
未报名考生达到自荐条件还可申报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雷鸣）空军招飞局近日发布通知，我省2018年度
空军招飞定选将于6月24日至30日进行。前期
已经报名空军招飞且通过初选、复选检测的高中
毕业生，将由空军分批次通知前往湖南省长沙市
参选，检测内容主要为体格检查和心理选拔复查。

空军明确，高考成绩满足空军招飞自主招生
相关要求，且前期未报名空军招飞的考生，如果达
到空军招飞自荐条件，还可向空军招飞局广州选
拔中心申请报名参选，参加“一站式”检测，报名咨
询电话020-38809202，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27
日17时。

经招飞定选，政治考核、体格检查、心理选拔
全部合格且高考成绩达到我省自主招生最低录取
线的考生方可投档，空军将根据今年度招飞计划
和录取原则择优录取。

据悉，空军招收的高中生飞行学员入空军航
空大学后，具体采取两种培养模式：一是军事高
等教育模式。在空军航空大学和飞行学院培养
4年，主要进行本科基础教育和教练机飞行训
练。二是“3+1”军地联合培养模式。部分高考
成绩优异的飞行学员将选送至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3年，在空军航空大
学学习1年。

空军招飞自荐条件及相关政策可登录空军招
飞网（http：//www.kjzfw.net）查阅。

招
考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
有限公司助力高考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太
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今天为广大考生、家长
以及高考爱心人士送去能量、送去爱。

据了解，海南太古可口可乐在海口9个考点、
三亚2个考点开启了“纯悦”助力高考的爱心活
动，为参与高考的人士筑起了一道高考护航之墙，
让考生安心考试，让家长放心等待，让高考爱心人
士用心服务。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公共事务及传播部经理刘
怡汐表示，海南太古可口可乐一直积极参与公益
活动，把回馈社会当做责任与义务。本次爱心助
考，海南太古可口可乐携带“纯悦”品牌为广大学
子助力，为他们带去力量，让他们安心高考，陪伴
他们一起金榜题名。之后，也会继续秉持公益之
心，践行企业责任。

助
考

我省设置
高考信访举报电话

本报海口 6月 7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高春燕）为加大社会各界对招生考试工作的
监督，扩大招生考试工作的透明度，更好地维
护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我省在 2018 年普通
高考期间设立受理对招生考试各种违规作弊
行为的举报电话。

举报电话：13098999761、13098999762、
65325617。电话开通时间：6月6日至6月11日。

监
督

万宁志愿者背小腿骨折考生
爬上四楼考场

“只要不耽误他考试，
累点也值得！”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陈燕清

“只要不耽误他考试，累点也值
得！”6月7日，在将一位小腿骨折的考
生背上位于四楼的考场后，万宁市爱心
志愿者协会志愿者林云乐呵呵地表示。

今天，林云早早的就来到了北师
大万宁附中。林云说，8点10分左右，
他和另一名志愿者林立辉在考点大门
发现一名小腿骨折的考生需要帮助，林
云接过考生的拐杖和考试用具，林立辉
则背起考生走向其所在的考场。

此时天下起了雨，林立辉与林云
俩人顾不上自己淋雨，一个稳稳背着
考生，一个细心给考生撑伞，将考生背
到了考场楼下。紧接着，林云继续接
力，将考生背上4楼。

站在4楼楼梯口的时候，林云已
经喘起了粗气。“这时候考生给我递过
来一包纸巾，让我休息一下，还说他不
着急。听到他的话我很高兴，觉得自
己的付出得到了理解。”林云说。

（本报万城6月7日电）

6月 7日，在海南中
学初中部考点，开考前老
师为考生击掌鼓劲，预祝
高考顺利。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轻松上阵
从容应考

6月 7日，陵水考区
陵水中学考点门前，考生
满面笑容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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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

析题

天
气
今日琼岛雨势减弱
琼岛北部有小到中雨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符晓虹）记者今天上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
受“艾云尼”影响，8日琼岛多地雨势将有减弱，
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余地区有分散小阵雨。
海南省气象局于今日16时30分解除台风四级
预警。

降水方面，预计8日，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
其余地区有分散小阵雨。9日，全岛多云，局地有
小阵雨。气温方面，预计8日全岛白天最高气温
29℃～32℃，9 日～10 日全岛白天最高气温
32℃～34℃。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艾云尼”给海南岛
带来的影响7日傍晚趋于结束，8-9日受季风
云系影响，海南省有分散阵雨和雷阵雨天气，
建议考生和家长出门带好雨具，注意局地短时
强降水可能造成交通不畅，安排赶考时间应留
有余地。

6月 7日，文昌中学
考点，考试前送考老师与
学生热情相拥。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