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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多方力量护航高考
本报金江6月7日电（记者高懿）搭帐篷、搬

运矿泉水、整理摆放文具……6月7日，来自澄迈
县教育局的32名党员志愿者一大早就来到澄迈
思源高级中学校考点门口忙碌起来，着力为考生
和家长提供温馨周到的志愿服务。今年澄迈共
有2432名考生参加高考，为确保考生安全、顺利
应考，澄迈县集合多方力量，全力以赴做好各项
保障工作。

共青团澄迈县委联合澄迈县青年创业者协
会、爱心企业组织了14辆“爱心送考车”，在金江
县城及周边范围，以“点对点”“一对一”的方式免
费接送考生，提供交通保障。澄迈县教育局成立
了服务队、应急队、突击队以及巡逻队，维护考点
周边秩序，保障考生考试顺利。澄迈交警部门各
高考执勤组提前上岗，加强交通管理，实行临时
交通管制，提醒经过考试区域路段机动车禁止鸣
笛并绕行，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澄迈

■ 本报记者 袁宇

6月7日17时，万宁中学校园内，
考试结束的铃声刚刚响起，几名党员
志愿者就来到教学楼二楼的考场外静
静等待。他们将要接一位右腿受伤的
考生出校。

“小心，别碰到了伤腿。”待考场内
的考生交卷离场后，志愿者们来到右腿
打着石膏的洪同学身前嘱咐道。志愿
者林海、曹军搬开课桌，志愿者林斯贤
打开轮椅，众人再小心地将洪同学抱上
轮椅，推出考场。出了教室，来到楼梯，
志愿者们前后配合，将轮椅抬起，缓缓
下楼，将考生平稳地送出考点。

洪同学6月6日前往考场“踩点”
的途中遭遇车祸伤到了腿，如今还在
医院进行治疗。参与志愿服务的万宁
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林海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当天上午第一科考试结束后，
考点的老师们向他说了洪同学的情
况，寻求帮助，“我们马上就组织人手
接送考生进出考场。”

考点外，洪同学的家长早已在此
等候，看到林海等人推着孩子出来，连
忙迎上来，感谢志愿者的帮助。大伙
又密切配合，一边将考生抱上车，一边
将轮椅收好放入汽车后备厢，随后约
定8日14时20分在考点外见面。

“考生还要回医院，未来几天考生
进出考点，我们都会接送。”林海说，万
宁市直机关工委、团市委、市文明办等
8个单位共同开展爱心助考活动，在
该市万宁中学、北师大万宁附中两个
考点统一设置爱心助考服务点。市直
属机关党员志愿服务小分队在两个考
点都安排志愿者服务考生。

（本报万城6月7日电）

考生考前受伤行动不便，万宁党员志愿者贴心服务

“进出考点，我们接送”

全市211个考场秩序井然
本报那大6月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 通讯员符武月）6月7日，儋州市4个高考
考点、211个考场秩序井然，6188名考生安全、顺
利完成考试。

据了解，6月1日至今，儋州市多部门齐心协
力为高考保驾护航。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全力做好2021年高考疫情防控及医疗保障工作，
选派医务人员，驻扎各考点做好疫情防控及医疗
保障工作，为各考点备足医疗物资。多举措全力
确保考生出行通畅。儋州市对负责运送考生的车
辆进行检查、检测，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严防
出现交通安全责任事故；协调安排市内公交车在
考试期间到考生住宿点和考场往返接送考生。

儋州

设立27个爱心助考服务点
本报三亚6月7日电（记者徐慧玲）6月7日

是2021年高考首日，今年高考期间，共青团三亚
市委组织多家爱心企业、单位、社会工作机构等，
在三亚市第一中学和海南中学三亚学校两个考
点设立27个爱心助考服务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
防疫、爱心送考、应急救助等贴心服务。

当天上午8时许，在三亚市第一中学考点的
爱心助考服务点，不少志愿者举起高考祝福语应
援牌为考生加油鼓劲，并为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
免费提供文具及防疫、防暑物资。

藿香正气水、口罩、免洗手消毒液、云南白药
气雾剂、碘伏消毒液……中铁建设南方工程有限
公司第10项目部党支部设立的“爱心助考 为梦
起航”爱心助考服务点前摆满了多种医疗物资，
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还准备了透明文具袋、铅
笔、矿泉水等20多种物资，随时为考生提供温馨
服务。”中铁建设南方工程有限公司第10项目部
党支部书记李春林说。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计思
佳）今年我省共有18名高考考生被批
准可在考试中获得合理便利。其中，一
名来自海口以及一名来自万宁的考生，
因肢体残疾，影响书写速度，被批准延
长每科目考试时间。还有一名来自海
口的考生，因脊椎问题，弯腰困难，被批
准携带特殊桌椅进考场。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6月7日从省残联获悉的。

省残联教育就业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18名考生中有15名为残疾考
生，其余考生为高考前突然扭伤、摔
伤。有10名考生分别因肢体不便、视
力或者听力障碍等情况，获批优先进
入考场，并根据个人情况佩戴助视器、
助听器、助行器等器具进入考场。还
有肢体不便坐轮椅残疾考生，申请获
批在低楼层考场考试。

18名高考考生获合理便利
1名考生被批准携带特殊桌椅进考场

本报海口 6月 7日讯 （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高考期间，
海南高温多雨。海南日报记者6月
7日从省考试局获悉，为确保6月 8
日的英语听力考试顺利进行，我省
出台考务实施办法，细化工作预案，
开展应急演练，做好听力考试期间
应对各类突发、偶发事件的准备。

目前，全省各考区已经成立突
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
责指挥本考区内英语听力考试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要求英语听
力考试期间，各考区主任要在本市
县考试巡查指挥中心坐镇指挥，主
考、副主考要在考点值守。

听力考试期间，各考点将关闭
金属探测器、信号屏蔽器、电风扇等
可能影响听力考试的设备；遇到雷
雨天气关闭门窗，待听力考试结束
后，再重新打开门窗及有关设备。
播音室半径 20 米范围内不能有任
何噪音干扰和电磁干扰，不允许任

何人携带和使用任何无线通讯设
备。当前，各考点已确认设备播放
质量良好，配备了必要的备用电源
和听力播放设备，以及熟悉播放设
备运行和维修的技术人员。

英语听力播放期间，各考点会
安排1名副主考和1名以上英语教
师全程监听播音质量和效果，按照
播放设备显示时间，记录每一小题
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点，准确记录考
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间、句子、词

语以及影响作答的题号等，并及时
报告主考进行处理。

目前，各考点已经完成对听力
播放设备的操作运维人员以及播放
期间的监听等关键环节人员的选聘
和培训工作，确保熟练掌握英语科
目听力考试工作流程、播放设备操
作使用方法、关键时间节点及需要
完成的规定动作、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办法等，并进行了违规操作、误操
作等方面的案例教育，开展了有针

对性的考核和演练。
此外，针对听力考试考前15分

钟即停止考生入场的要求，各考区
和学校已经采取多种方式告知和提
醒考生，并允许考点根据实际情况，
将考生入场时间适当提前，确保按
时完成考试实施程序。省考试局再
次提醒，6月8日14时45分，各考点
将禁止迟到的考生进入考点，考生
务必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避
免耽误考试。

我省各考区细化工作预案

确保英语听力考试顺利实施

孙彩霞介绍，今年海南采用的新
高考二卷的作文题，相比近几年海南
作文题“与众不同”，是一道“漫画”材
料作文题。用多格的构图展示毛笔
字“人”字的分步书写步骤，考查新时
代青年的认识与评价、鉴别与取舍。

“考生首先要整体把握漫画的内
容和寓意。”孙彩霞分析说，描红意味

着学习写字，学写“人”字喻为“学做
人”。这次考试漫画材料的选择充分
体现了高考语文立德树人的鲜明导
向。画中的文字“逆锋起笔，藏而不
露”“中锋用笔，不偏不倚”“停滞迂回，
缓缓出头”，除了介绍描红下笔时的力
道笔顺之外，语带双关，也蕴含着中国
古代儒家中庸思想的为人之道。

孙彩霞认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
形式比较出新，但其实质依旧是高考
命题“全面育人”的核心引领。“总的
来说，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既不回避热
点，贴合当下主旋律，又正视生活，关
注了考生为人处世之道，开放性强，
谈论空间大，基本上能让考生都有话
可写。”

“空中护航”营造“安静蓝天”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吴锐 唐茜）6月7日，2021年高考拉开帷幕。在
高考的4天时间里，民航海南空管分局将开展高
考“空中护航”行动，通过划设考点空中隔离区，
严密监控各类飞行动态，进行动态调配，指挥进
出港航班避开考点上空避免噪音影响，开启“静
音”模式。

民航海南空管分局主动了解高考考点的位
置和考试时间，并按照考点位置和时间精心制定
了“航班净空保障方案”。在减少空中噪音方面，
该局管制运行部及时与周边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沟通协调，避开学校区域；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
对起飞航班采取地面等待或改变起飞方向的方
式让空中更加安静。进近管制室积极采用雷达
引导方式，在不影响飞行安全的前提下，指挥进
离港航班避开各个考点。

民航海南空管分局

今年我省高考语文作文题关注考生为人处世之道

题型新颖开放性强 考查考生思辨能力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符丽欣

每年高考，语文作文都备受社会公众关注。6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海南华侨中学语
文教师孙彩霞和海口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谷云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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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高考作文题题型新颖，开放性强，是一道“漫画”材料作文题，也
是一道典型的任务驱动式作文题。阅读面广、思辨力强的考生会更容易写出深度，写出高度。

⬇ 6 月7日，琼海市嘉积中
学考点，老师和考生击掌，鼓励学
生轻松应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在海南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在进入考场前，母亲为
他打气。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6月7日，在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学，考生坚定信心步入考场。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筑牢“平安高考”防线
本报嘉积6月7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冼才华）6月7日起，我省进入了为期4天的“高考
时间”。为给考生创造安全、畅通、舒适的考试环
境，琼海市公安局提前部署，多警联动，全方位织
密筑牢“平安高考”安保防线，确保实现“健康高
考、公平高考、平安高考、温馨高考、诚信高考”工
作目标。

据了解，琼海市公安局共成立考试勤务、住
地勤务、交通管理等8个安保工作组，投入警力
249人，对各考点及考生住宿点实行分兵把守、分
工负责，做到定人、定岗、定责，确保各项安保措
施落地见效。

琼海市各高考考点均有骑警执勤，如果出现
考生忘带准考证、走错考点等情况，骑警会及时
为考生提供帮助。针对考生补领、换领身份证的
需要，琼海市公安局考前已开通高考考生办理身
份证的绿色通道，截至6月4日，共为8名考生办
理身份证。

琼海

信心满怀
拼搏圆梦

➡ 6月7日中午，在儋州市
第二中学考点，语文科目考试结
束后，考生自信从容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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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云峰表示，从漫画的整体图案
“人”字可得出本次作文的话题任务：
如何书写好自己的人生，“更直白点
说就是如何做人或者说如何走好自
己的人生道路。”

从任务段来看，一共三个短句，
第一句话要求“整体把握漫画的内
容和寓意”。由于前面每一幅图都
是写好这个“人”字的有机组成部
分，所以最好的立意一定是涵盖这

几方面内容。根据第二句“反映你
的认识与评价、鉴别与取舍”这一句
话，考生应该是可以在这其中做出
选择的。

孙彩霞表示，考生要立足于当代
青年的身份，去思考探究漫画材料中
所反映出来的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对
之进行分析评价，并且还要有所“鉴
别”、有所“取舍”，这就体现了对考生
思辨能力的考查。既要有对待中国
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和做法，也要结
合时代精神和当代文化的现实意义
和特点，辩证思考中华文化的浸润通

融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与
创新。

“今年的作文题，表面上看似让
写个人的成长发展，但它和传统文化
精神、美育德育、文化认同与传承、时
代精神与自身发展等当代主旋律相
关联。”孙彩霞分析，从近几年的海南
高考作文题来看，题目始终以学科核
心素养为中心，贴合时代主题，紧扣
学生生活实际，不断推动当代青年走
出小我，关注时代与大我，同时强化
思辨的意识、发展的观念。

（本报海口6月7日讯）

命题体现立德树人鲜明导向

不断推动当代青年走出小我

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