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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20年高考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刘昌

骤雨初歇，空气清新。7月6日
上午，距离今年高考不到一天时
间。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我省的高考
考点之一三亚市第一中学。走入校
门，发现这里的体温检测点、身份识
别区、待考区都已划定，每个考场内
都准备了消毒和测温的设施设备，
在监控室可以清楚地看到各考场的
情况。

此外，这里还有一位特殊的“校
友”也在校园里忙碌着。他就是三亚
供电局吉阳供电所的工作人员黎上

广，也是三亚市第一中学2013届毕
业生。为确保高考用电万无一失，他
和同事正在进行高考前最后一次保
供电检查。

又一次回到母校，黎上广不再是
坐在考场里答卷的考生，而是高考保
供电队伍的一员。踏进母校大门，那
段奋笔疾书的日子历历在目。“今天我
是学长，也是‘电长’。想不到毕业后
回到母校是以这种方式，能为母校出
一份力，我觉得很自豪。”黎上广说。

作为三亚市第一中学的毕业生，
黎上广还顺便担任了向导，带同事们
行走在配电房和教学楼之间。他们

依次对配电房高低压配电柜进行检
查，监护操作人员完成双路供电的电
源切换试验，确定双路电源可靠，对
重要负荷低压出线柜进行测温测流，
发现明显发热点，及时排除隐患，监
护操作人员对发电机进行启动试验，
确保发电机正常运行且油料充足。

检查完配电柜，他和同事们来到
教学楼，对每栋教学楼的低压配电箱
进行检查，最后对英语听力系统、空
调照明系统等线路进行检查，并针对
存在的用电隐患提出整改意见，要求
校方立即整改到位。

“在学生时代，我对供电系统的

了解停留在物理课本上简单的电路
原理图。”看着熟悉的校园，黎上广忍
不住回忆，“当年临近高考，整个校园
弥漫着紧张的备考氛围，有一天高三
年级的教室停电了，整栋教学楼沸腾
了，因为天气很炎热大家都走出了教
室，同时也多了几分钟‘休闲时间’。”

“如今自己成为一名保供电人
员，为学弟学妹们保驾护航，想来也
是一件挺自豪的事。祝他们旗开得
胜！”黎上广笑着说，他希望为做好三
亚的高考保障工作出一份力，以这种
特殊的方式为学弟学妹们加油鼓
劲。 （本报三亚7月6日电）

三亚供电局工作人员黎上广高中毕业7年后返校提供保电服务

昔日答卷考生 今朝助考“电长”

为高考学子提供
免费午餐和矿泉水

本报金江7月6日电（记者余小艳）海南日
报记者7月6日从澄迈县教育局获悉，为确保高
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澄迈多部门密切配合、周
密部署，在疫情防控、供电安全、交通食宿等方面
全方位服务考生。

澄迈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澄迈已成立
疫情防控应急小组，该小组由澄迈县卫健委、县疾
控中心、县人民医院、澄迈中学等13个成员单位
组成，确保今年高考期间的防疫安全。

为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澄迈供电局提前部署保电工作，针对考点、保密室
及考生住宿酒店等重要保供电场所制定专项供电
保障方案，对涉及保供电的输、变、配电设备进行

“地毯式”巡查维护。
不仅如此，澄迈还为高考学子提供免费午餐

和矿泉水，并安排两名心理辅导教师，对考生进行
心理疏导。澄迈交警对考点所在的路段进行封闭
式管理，并为澄迈思源高中和澄迈二中28辆送考
车开道引路。

澄迈

启动爱心助考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爱心车送考 志愿者送水
本报那大7月6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7月5日，儋州市2020年爱心助考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在那大镇启动，爱心车的
司机代表和志愿者共6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为方便高考期间考生出行，儋州市委宣传部、
共青团儋州市委等部门近日向社会发出征集爱心
车辆的倡议后，儋州培大驾校、儋州驾校、儋州春
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积极响应，共提供爱心车
辆57辆，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

据悉，今年高考期间，共青团儋州市委将组织
志愿者为考生及考生家长免费送饮用水、防暑药
品，为考生送笔和橡皮擦等考试用品。儋州市卫
健委为每个考点确定发热考生处置定点医院，将
安排救护车在考点待命，为患病考生提供及时的
医疗救治服务。给各考点配备口罩、一次性手套、
一次性工作帽、体温计、消毒剂、防护服等疫情防
控物资。

儋州

11名残疾人考生将便利参加高考

人间有爱 赶考无碍
本报海口 7月 6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唐铭慰）7月6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残联获悉，今年我省共有
11名残疾人考生申请合理便利参加
高考。

省残联教育就业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11名考生分别因肢体行动不
便、视力或听力障碍等情况，获批优先
进入考场，并根据个人情况佩戴助视
器、助听器、助行器等器具。因肢体行
动不便坐轮椅的残疾人考生，获批在
一楼的考场参加考试。“11人中，有两
名听力障碍考生没有残疾人证，省考
试局和省残联经过调查确认，最终决
定给这两名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条件。”
该负责人说。

据介绍，2015年，教育部、中国残
联联合印发《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暂
行）》，规定有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给
残疾人考生提供必要和合理的便利。
其中包括提供盲文试卷，提供大字号
试卷，安排优先进入考点、考场，配备
专门的工作人员（如引导辅助人员、手
语翻译人员等）予以协助等。

“残疾人考生获得考试便利，须提
前申请，相关部门进行核实确认。”该负
责人表示，希望更多残疾人学生了解这
项政策，在高考中享受应有的便利。

据介绍，今年高考期间，省残联将
根据残疾人考生的实际需求，积极主
动提供服务，确保每位残疾人考生顺
利参加考试。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

“你把考点平面图拍下来，再把几
个考场的位置标出来。”7月6日上午，
在位于海口的海南中学初中部门口，不
能跟孩子一同进入考点“踩点”的李女
士有点焦急：“我还是有点担心的，今年
孩子要‘转战’4个考场，所以我叮嘱他
一定要记牢4个考场的位置和顺序。”

我省今年高考定在7月7日至10
日举行。按照惯例，考前一天，各考点
开放供考生“踩点”。海南日报记者注
意到，今年“踩点”的考生相较往年人
数更多，主要原因是，不同于往年在一
个考场考完全部科目，今年绝大部分
考生要在4个考场完成不同科目考试，
提前熟悉考点、考场环境尤为必要。

作为我国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试
点省份，海南迎来了“新高考”各项措
施落地之年。“新高考”背景下，除了考
试时间首次从3天延长到4天，按照

“3+3”模式参加高考的考生，在“踩
点”时除了要认准统一考试的语文、数
学、外语3个科目的考场，还要找到自
主选择的3个等级性考试科目的考
场。为了方便考生快速找到考场，不
少考点在入口处张贴了考点平面图。

从海南中学高中部“踩点”出来
后，来自海南省国兴中学的考生彭会
宝松了口气：“虽然要走4个考场，但
两场考试间隔时间充足，而且考场之
间距离较近，不会对考试产生很大的
影响。”

如果碰巧两场考试都在同一个考

场，考生是否可以留在考场等待下一
场考试？对此，海口市第一中学、海南
华侨中学考点的有关负责人均表示，
每场考试结束后，所有考生都必须离
开考场。在同一考场参加下一场考试
的考生可以不离开考点，但必须离开
警戒区域，在身份验证区域外休息等
候，再次通过身份验证后，才能再次进
入考场参加下一场考试。

还有不少考生提前“踩点”，是为
了了解考点的疫情防控情况。海南日
报记者在海南中学初中部、海南省农
垦中学等考点看到，各考点门前已经
设置了测温区、二次测温区和多条测
温通道。

根据我省高考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所有考生在进入考点前都要接受体温

检测，如果体温高于37.3℃则须在短暂
休息后接受二次测温；如果第二次测温
仍不合格，则须由考点医疗服务专班进
行专业评估，综合研判评估考生是否具
备参加考试的条件，不具备参考条件
的，考生不得与健康考生同考场考试，
而是要到隔离考场考试。

海南中学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
应对考生发热等突发状况，海南中学
的两个考点均已提前设置了符合要求
的隔离考场和备用考场，并于日前开
展了防疫演练。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政办负
责人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考点已
准备好充足的防疫物资，包括口罩、体
温计、手消毒液、急救药品等，全力保
障考生和涉考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考生，营造

温馨舒适的考试氛围，各考点除了在
考场安装空调，还对安检、屏蔽仪、视
频监控等标准化设备进行升级优化。
有的考点还立足实际，尽可能地为考
生提供人性化服务，比如，海南中学初
中部考点搭建了“爱心助考棚”，忘带
口罩的考生可在此领取；海南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考点设置了送清凉站点，
为考生提供免费绿豆汤等解暑物品；
海口市第二中学考点在测温通道上设
置了6台风扇，喷出水雾给排队的考生
降温；海南省农垦中学为考生提供1元
爱心早餐并开设考生专用窗口，帮助
考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在考场上发挥
出最好水平。 （本报海口7月6日讯）

我省大部分考生要在4个考场参加考试,昨日考生们提前“踩点”熟悉环境

提前规划路线 做到从容应考

多部门合力优化考试环境

在考点两公里范围内
降噪助考

本报定城7月6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王丽云）7月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定安县教育局
获悉，该县湖南师范大学附属定安中学考点各项
准备工作已就绪。今年高考期间，定安相关部门
将联合开展考试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为考生
营造一个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为确保今年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定安成立了
高考工作领导小组，并根据相关要求，设置三类考
场：普通考场、隔离考场和备用考场。并计划在每
天考试结束后，对每个考场进行一次预防性消毒。

为优化考试环境，定安县教育局、公安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局等相关部门将联
合开展五项考试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净化
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加强对考点
周边商铺和餐饮企业的管理。此外，定安县住
建局将联合定安县质监站在考点附近两公里范
围内开展考试期间建筑工地施工噪音管控工
作，严禁影响考生学习和休息的建筑施工和噪
音扰民。

定安

社会各界积极助力高考

考点搭起爱心遮阳棚
本报万城7月6日电（记者袁宇）搭建遮阳

棚，准备饮用水、文具袋，7月6日，在共青团万宁
市委的组织下，万宁市2个高考考点的爱心助考
工作有序开展，万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踊跃参
与服务高考的志愿服务活动。

在万宁中学考点，遮阳棚连成“长龙”，从校门
口一直延伸到考场外，将为考生遮阳避雨，护送他
们进入考场。考点外，共青团万宁市委对送考服
务点进行了系统规划，在不影响行人通行的情况
下设置爱心送考点，供送考的市民休息、等候。万
宁一些商户免费提供饮用水、文具等，热心为考生
服务。

共青团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考点外的
爱心送考服务点除了为市民提供绿豆汤、饮用水
等物资补给，也将为送考市民提供体温测量等防
控服务。爱心送考服务点也准备了文具用品供需
要的考生使用。“今年有很多爱心车主报名希望参
与爱心车辆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但受疫情影响，我
们今年没有组织爱心送考活动。目前，一些学校
已经采取包车的方式解决考生交通需求。”

据了解，今年高考期间，在万宁市区内运营
的共享电单车将提供全民免费骑行服务，为考生
提供短途出行的替代方案。松果电单车相关负
责人表示，市民可在松果电单车的微信服务号、
松果出行APP、小程序等各类用车页面入口领
取免费骑行券，“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方便市民在
高考期间出行。”

万宁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

2020年高考大幕7月7日拉开。
对于这次疫情下的特殊高考，全社会
高度关注。7月6日，海南日报记者探
访海口各考点发现，各考点按照科学
防疫、严密部署的要求，扎实细致做
好考试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努力营
造健康高考环境。

疫情防控是今年高考准备工作
的“重头戏”。为确保考生和涉考工
作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年海
口各考点都增设了应急隔离考场及

由1名疫情防控专职副主考、2名以
上专业医护人员和1辆救护车组成
的医疗服务专班。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发现，海口各
考点都配备了充足的口罩、一次性手
套、消毒酒精、水银体温计、手持式体
温检测仪等防疫物资。隔离考场还
额外配备了一次性工作帽、防护服、
医用防护口罩、防护面屏或护目镜、
工作鞋等。

为确保考生信息真实准确、严防替
考行为发生，海口各考点将通过身份证、
准考证、考生信息卡“三卡”核验考生身

份信息。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考生在进行身份证信息识别时，戴口
罩的考生须摘下口罩。考生进考场以
后，监考人员要认真比对考生信息卡，即
考生信息表。每场考试考生进入考场
后，应把准考证、身份证放在桌子的左上
角，供监考人员进行信息核对。

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是海口
志愿服务的品牌项目之一，至今已连
续开展10多年。海南日报记者7月
6日走访海南华侨中学、省农垦中学
等考点时发现，各考点外已支起了遮
阳棚，棚里已提前摆放好矿泉水、扇

子、口罩等物品。
“我们的志愿服务包含‘爱心送

水’‘心理咨询’‘应急医疗’等内容，将
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口罩、防暑
饮品、扇子、纸巾、应考心理咨询、应急
救助等爱心物资和服务。各考点外设
置了家长休息区供送考家长避暑休
息。”共青团海口市龙华区委负责人
刘虹介绍，今年该区各考点的志愿服
务点增加了口罩供应的服务内容，考
生家长戴口罩才能进入家长休息区，
进入休息区后家长应间隔一米以上
就坐。 （本报海口7月6日讯）

海口积极落实疫情防控要求，营造健康高考环境

各考点均配备医疗服务专班

你的高考
我们守护
7月7日，我省2020年高考

正式开启。为帮助考生们顺利
参加高考，各市县有关部门纷纷
推出服务举措，在交通运输、食
品安全、电力供应等方面提供有
力保障，同时社会爱心企业、爱
心人士积极行动，踊跃参与服务
考生的志愿服务活动，齐心协力
为学子们保驾护航。

特写

防疫
服务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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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7月6日，在海口实验中学考点门口，两名交警在设立禁鸣及禁停标识，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做准备。 本报记者 张茂 文/图
② 7月5日，儋州市2020年爱心助考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在那大镇启动。图为一名志愿者在为爱心车辆贴图案。 本报记者 林书喜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