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7日，海南中学三亚学校考
点门前，一位小志愿者为考生加油。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7月7日，海口第四中学考点门口，考生在进入考场前与送考教师合影。实习生 雷凯 摄

7月7日，海南中学初中部考点，一位小朋友与考生击掌。本报记者 张茂 摄 7月7日，儋州市第三中学考点，考生进场前互相鼓劲。通讯员 罗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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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遇“高烤”
省气象局发布高温四级预警

本报海口 7月 7日讯 （记者郭
萃 通讯员袁迎蕾）海南省气象局7
月 7日 16时发布高温四级预警：预
计 8 日白天，海口、临高、澄迈、定
安、儋州、屯昌、昌江和白沙 8个市
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37℃以上的
高温天气。

考生们可选择吸汗、宽松、透
气的衣服；家长可准备绿豆汤、山
楂水等解暑食品，常温为宜；空调
温度一般在26℃-28℃为宜，不要
在空调出风口处直吹；考试出行预
留充足赶路时间，备好防暑药品和
降温饮料，做好防晒防暑措施。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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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20年高考

志愿服务助力高考
本报嘉积7月7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陈卓）从7月7日开始，为期4天的高考拉开帷
幕。为更好服务广大考生，共青团琼海市委联合
多家爱心企业和单位在该市2个考点设立“爱心
助考”志愿服务站，为考生保驾护航。

7日早上开考前，在嘉积中学和嘉积中学海
桂学校2个考点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志愿者们
正在为赶赴考场的考生免费发放矿泉水、干湿纸
巾、风油精等物品，给考生们打气加油。

同时，琼海市公安机关加强与教育、卫健等部
门的协调配合，开通服务考生的“绿色通道”，对考
前因需加急办理居民身份证的考生予以优先受
理、优先制证，特事特办；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为
运送考生的车辆提供便利。

考点“降温”有实招
本报万城7月7日电（记者袁宇）头顶有遮

阳棚遮阴，身旁上百个冰桶散发丝丝凉意，地面上
提前洒水降温……7月7日14时许，虽是正午，但
在万宁市万宁中学考点，受益于各项防暑降温举
措，考生轻松地排队测量体温后进入考场。

万宁今年共有2980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分
设万宁中学、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2个考
点。与往年相比，万宁今年针对性强化了防暑措施。

万宁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受疫情影响，
考生与监考人员全部都要测量体温后再进入考场，
为了给考生营造优质的环境，当地一方面提前对考
场进行环境卫生整治、消毒、通风等处理，并在考场
外设置遮阳棚、冰桶等防暑设施，另一方面也在全
部考场内安装了空调，为考生营造良好考试环境。

提供“吃住行”服务
本报文城7月7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王

先伟）海南日报记者7月7日从文昌市政府获悉，为
给高考学生营造安心健康轻松的应考环境，文昌市
从吃、住、行等多个方面入手，全力为考生提供方便。

今年文昌设文昌中学和文昌华侨中学两个考
点。吃的方面，文昌考生可统一在考点学校食堂
用餐，政府以每人每天40元的标准发放补贴；住
的方面，除市区考生可住家中以外，其他考生均统
一在考点学校住宿；为方便市区考生通行，文昌市
除统一租用了大巴车外，还租用了5辆公交车、两
辆小轿车，免费为考生提供服务，同时对所有司机
提前进行了核酸检测。

本报那大7月 7日电 （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符武月 黎
秋玲）7月7日，儋州市政府多个职能
部门联合行动，严格做好考点考场的
疫情防控，严把学校食品安全关，全
力保障考场空调供电，确保广大考生
和涉考工作人员身体健康。设在南
大附中儋州市一中、儋州市二中、儋
州市三中和儋州市民族中学的4个
考点、204间考场，秩序井然。

7日上午8时许，海南日报记者
在儋州市第二中学考点看到，考务人

员、公安民警、防疫专家和医护人员
等已全部到位，考点周边路段交通管
制措施等均已落实。

今年高考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一场特殊的高考。高考首日，儋州市
市长邹广带领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先后到该市考试中心以及各考点考
试指挥中心，通过在线监控视频检查
考场情况，特别是检查发热考生应急
处置方案和落实隔离教室、派驻医疗
人员、防护设施等情况。当日，儋州
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3次到考点

学校食堂，以及考点周边餐饮企业开
展专项食品安全检查，确保考生吃得
安全卫生。该项检查将一直持续到7
月10日。

今年儋州市高考各考场均安装
空调，目前儋州市供电部门已完成所
有考场供电设备线路的特维特巡，保
供电的人员、车辆和物资均已安排就
绪，2支应急保供电队伍24小时轮岗
待命。

此外，共青团儋州市委联合该市
有关部门在各个考点举办“12355阳

光行动·爱心助考”高考公益服务活
动。4个考点均设有爱心助考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站，每个服务站每
天安排15个志愿者，为考生免费提
供风油精、矿泉水、雨衣等应急用品，
以及高考专用的笔、橡皮擦、尺子等
考试用品。在南大附中儋州市一中
考点服务站，儋州热心市民陈应城自
费购买口罩7500个，免费赠送给考
生。2020年儋州市爱心送考公益志
愿服务征集的57辆爱心送考车也开
始免费接送考生。

儋州多部门联动答好“高考”题

密切配合 全力以赴保高考顺利进行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考试加油！需要口罩的话，可
以到志愿服务站免费领取。”7月7日
上午8时许，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
考点的志愿服务站，身穿制服的志愿
者们为考生打气，向考生和家长们免
费发放防护与防暑物资。

今年高考期间，海口市文明办、
共青团海口市委、海口市志愿服务
联合会联合各团区委、区志联及各
考点学校团委，组织爱心企业、单位
和青年社会组织在各考点设立志愿
服务站，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防疫、爱

心送考、应考心理咨询、应急救助等
服务。

“今年的志愿服务与往年最大的
不同就是多了防疫服务。今天上午，
我们这个服务站一共向考生和家长
们发了400多个口罩。”海南华侨中
学高中部志愿服务站系全市最大的
一个志愿服务站，共有25名志愿者，
该服务站负责人、海口市志愿服务联
合会活动部部长冯家宁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出于防疫考虑，为了减少人
群聚集，我们今年暂停了酒店、银行
等部分商家的志愿服务，仅仅保留了
考生与家长最为需要的服务。”

7日上午9时许，随着考生踏入
考场，不少陪考的家长们在接受手部
消毒后走进志愿服务站等候。

“您别紧张，放平心态。”看到一
位家长在服务站内独自等候，团省
委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心理咨询
师、国家级心理咨询师彭杨琴走上
前去，利用专业知识为该家长减
压。彭杨琴介绍，团省委12355 青
少年服务台5月起就开始在全省多
所中学巡回开展考前心理减压讲
座，为考生和家长们减轻考前焦虑。

“您需要风扇吗？已经充好电
了，直接开就行。”10时许，海垦广场

志愿者们抬着一箱充电手持风扇来
到服务点，免费送给陪考家长们。“近
段时间太热了，我们准备了300个风
扇，并且都提前充满了电，希望能为
考生和家长们带去一丝清凉。”志愿
者张新英说。

“我和孩子今早7点就到了。”在
该服务站内等候的侨中家长周秀燕
穿着一身红色旗袍。“这里的志愿服
务做得很好，不但为我们提供了风
扇、饮用水，还免费提供口罩、消毒水
等，希望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孩子
们都能考出好成绩。”她说。

（本报海口7月7日讯）

海口在各考点设立志愿服务站，提供防疫、应考心理咨询、应急救助等服务

细致入微 贴心服务助考生安心应考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
开展助考公益活动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王黎
刚）2020年高考期间，海南太古可口
可乐在全省 16 个考点范围内开展

“助力高考爱心送水”公益活动，考生
及家长可在这些高考考点免费领取
纯悦饮用水。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相关负责人介
绍，“纯悦”作为可口可乐旗下的饮用
水品牌，一直积极参与和支持教育、体
育、环保、救灾等多个领域的公益事
业。今年的助考行动7月7日启动，
将持续至7月10日高考结束。

考场井然有序
考生未有异常

本报三亚7月7日电（记者李艳玫）7月7日是
2020年高考首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教育局了
解到，当天该市共有5003名考生赴考，两个考点考
生身体情况无异常，考场秩序井然，总体状况良好。

7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在海南中学三亚学校
门口，结束语文科目考试的考生们陆续走出校门。
现场，多名公交车乘务人员组织考生上车返回宿舍
午休。为保障考生出行，三亚市交通运输局高考期
间安排了103辆公交车、旅游巴士在9所学校和2个
考点之间免费接送考生，考生还可凭准考证免费乘
坐市内任意公交车和出租车前往考点。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三亚市第一中学、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两个考点及周边环境进行全面
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考点的疫
情防控工作，检查考点周边住宿场所体温检测措
施落实情况和从业人员个人防护、场所通风、疫情
防控制度及应急预案建立、公共用品用具的清洗
消毒、更换和保洁措施设备配备的情况，以及二次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供管水人员健康证明、水质清
洗消毒检测、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等情况。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计思
佳 实习生王俊乐）每年高考，语文作文
都备受社会公众关注。7月7日，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了海南华侨中学语文教师白
建东和海口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陈海
涵，邀请他们对今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
进行分析点评。两位老师均认为，今年
的作文题是任务情境型作文，贴近生活，
给了考生很大的发挥空间。但要想在作
文中得高分，需要写出深度和内涵。

命题体现“大语文”教育观

今年我省的高考语文作文题为：

电视台邀请你客串《中华地名》主持
人，请以“带你走近____”为题（补充
一个地名，使题目完整），写一篇主
持词。

“今年的高考作文充分体现了新
课标的要求，给出了具体情境和典型
任务，非常贴近考生的生活，写起来不
会言之无物。”白建东表示，平时各个
学校基本都会训练演讲稿、书信稿等
应用文的写作，所以大部分考生对于
这类考题都是比较容易把握的。

陈海涵认为，今年的高考语文作
文题是一个半命题作文，具有很强的
开放性，给了考生较大的发挥空间。

同时，从命题的角度来看，该作文题要
求学生要多关注现实生活，体现了“大
语文”的教学观，也体现了中国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中对于人文底蕴、家国情
怀的要求。此外，该作文题也非常具
有创新性，考查了学生的语文综合应
用能力。

得高分要写出深度和内涵

今年海南高考语文卷，什么样的
作文能拿高分？两位老师也分别给出
了他们的看法。

白建东表示，考生首先要明确“主

持人”的身份。文章格式要符合主持
词的要求，开头向观众问好。同时，要
有观众意识，中间要有交流互动，让文
章有对话感。同时，在选择地名时，最
好范围不要太大，以小见大是更为明
智的选择。“例如，如果写一个省，因为
涵盖的内容太多，反而很难写深入，容
易浮于表面。如果具体到一个城市、
乡镇、村庄，反而能把这个地方的特色
展现出来。”白建东说。

在陈海涵看来，相对于记叙文、
议论文，主持词的语言需要更加凝
练、生动，富有感染力。同时，在写作
时，考生突出这个地方自然特征、风

土民情、历史文化、著名人物的一两
个最具特色的方面即可，没必要面面
俱到。

两位老师都认为，在写作立意上，
考生不能把文章写成一个简单的解说
词，而应该写出这个地方的文化内涵
和深度，这样才能得到阅卷人的青
睐。例如，文章可以将一个地方历史
文化、风俗人情，和考生对于这个地方
的印象、感情融合起来，做到主客观相
结合。再则，可以将一个地方过去的
历史，和现在的发展变化相结合，并加
上自己的思考，这样都可以很好地拓
展文章的思想和深度。

名师点评我省高考语文作文题：

命题贴近现实生活 考查学生人文素养

“爱心”畅通赶考路
本报石碌7月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钟玉莹 陈贤桐）海南日报记者
7月7日从昌江黎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
年高考期间，该局和团县委组织安排54辆“爱心
送考车”，制定7条专线，保障考生顺利出行。

据介绍，54辆“爱心送考车”为六龙公司等当
地运输企业的公交车和出租车。其中，六龙公司
调配26辆公交客运车辆，负责为英才学校、矿区
中学、主要交通干道及各社区、小区的考生提供送
考接送服务保障；明珠公司调配18辆出租车组成
爱心送考车队，在主要交通干道巡游，为考生提供
免费爱心送考服务；海汽昌江分公司负责调配10
辆客车组建高考应急保障车队。

营造良好应考环境
本报临城7月7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王

逵）7月7日上午，为期4天的2020年高考正式拉开
大幕。当天，临高考区没有出现发热考生，临高各相
关部门准备充分，通力合作，2928名考生顺利开考。

临高共设临高中学和临高第二中学2个考点。
7日早上，考生们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佩戴口罩有序
测量体温进入考场。当天，临高县委书记文斌到临
高中学考点巡视并现场督考，要求各相关部门全面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全面
营造良好应考环境，确保高考平安顺利进行。

据了解，7月6日至10日，临高县纪委监委将
以考试安全为核心，制定监督清单，积极开展高考
重点工作、关键环节的监督检查，严格落实高考工
作责任制，以期实现平安高考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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