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1年6月9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罗安明 美编：孙发强 检校：招志云 陈旭辉A04

■■■■■ ■■■■■ ■■■■■

关注2021年高考

海口公交集团

爱心送考1.26万人次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张

磊）今年高考期间，海口公交集团共安排2000
辆公交车、300辆出租车参与“爱心送考”活动，
免费为考生提供出行服务。6月8日，该集团累
计出动保障人员 2356 人次，开行公交车 4081
趟次，安全运送考生、家长及考点工作人员约
1.26万人次。

海口公交集团根据今年海口高考考点分布情
况，提前谋划，采取加强营运车辆技术状况检查和
加密班次、缩短发班间隔、储备应急运力、开通高
考保障专线等措施，确保考生顺利出行应考。

6月初，该集团组织多个检查小组，提前对
151条常规公交线路2000辆公交车的卫生、技
术状况进行检查，进一步提升公交安全服务保障
能力。为确保考生在考试期间顺畅出行，该集团
充分利用公交智能调度系统，做好考前2小时和
考后1小时途经考点线路的排班、发班工作，加
大途经海口高考考点共62条公交线路的发班密
度，确保车辆准时到达考点，满足考生和家长的
乘车需求。

此外，海口公交集团要求驾驶员严格遵守相
关规定，文明驾车，在高考期间禁止鸣笛，途经考
点时提前减速，谨慎驾驶，有序通过。

针对部分考生就读学校离考点较远的情况，
海口公交集团安排17辆公交车，开通国兴中学至
海南中学、海南海政学校至海师附中高中部2条
点对点高考保障公交专线，提供差异化服务，满足
考生交通出行需求。同时，该集团调配300辆车
况良好的出租车成立“爱心送考”车队，为考生提
供一对一、点对点免费接送服务。

琼海供电局

当好高考“电小二”
本报嘉积6月8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王子越）海南日报记者6月8日从琼海市供电局
获悉，今年高考前夕，该局对嘉积中学、嘉积中学
海桂学校2个高考考点的配电设施、高低压线路
等进行全面“体检”，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确保
高考考点供电万无一失。

为做好高考考点及相关重要场所的供电保障
工作，琼海供电局成立高考保供电专项工作组，提
前制定高考保电方案，严密监控电网运行情况，优
化主配网运行方式，对考点用电负荷进行预测，不
安排高考相关区域的计划停电检修。

琼海供电局安全监管部负责人说，在高考开
始前，该局就针对琼海各考点的用电需求、设备配
置情况，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原则，组织党员服
务队开展了两轮用电安全检查，对考场、学生宿
舍、食堂、广播站、监控室、保密室的用电线路、开
关、插座等进行全面排查，对变压器、配电房等设
施设备运行状态及电工配置、运维记录等情况进
行检查，累计排查整改问题16个。

截至目前，琼海高考考点及相关重要场所供
电稳定，供电设备运行状态良好。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6月8日是我省
今年普通高考第二天，因海南是高考
综合改革试点省份，上午没有考试任
务，下午进行英语科目考试。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考试局获悉，该科考试平
稳顺利，特别是听力考试没有出现异
常状况。

据悉，英语听力考试是高考最易

出现突发状况的环节，直接影响高考
工作大局。教育部及各省区市高度重
视，每年都将此作为高考工作的重中
之重，反复强调、反复演练。

今年高考前，省考试局已经组
织全省 38 个考点开展了英语听力
考试专项模拟演练，梳理排查了安
全风险隐患，制定了详细的应急处
置预案，切实做到方案制定到位、

考前演练到位、试听监听到位、设
备保障到位、组织实施到位、应急
处突到位。

6月8日上午，海南省高考第二
天调度会在省考试局召开，通过视
频连线各考区、考点，对英语考试的
重点、难点、风险点、易错易漏点再
次进行提醒，对考试组织提出“防雷
雨、防作弊、防松懈、防疫情、防意

外”的“五防”要求，要求各考点充分
利用上午没有考试的空隙，将考务
手册再学习一遍、关键环节再演练
一遍、考试流程再过一遍、每个细节
再检查一遍。

英语考试开始前半小时，副省长、
省高招委主任王路来到省考试指挥中
心，坐镇指挥英语听力考试组织实
施。各市县高招委主任、教育局局长、

考点主考均按要求，在本市县考试指
挥中心值守，上下联动确保英语听力
考试顺利实施。

记者还了解到，为给考生营造良
好的考试外围环境，公安、住建、城管
等部门加强对考点周边公共场所、项
目工地、店铺等的巡查检查。社会各
界积极配合，自觉开启“静音”模式，确
保英语听力考试顺利进行。

海南高考英语科目考试平稳顺利
全省各考点没有出现听力考试异常状况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陈蔚
林 计思佳）“明昌塔下出书院，实中桃李
满园春……”6月8日是今年海南高考第
二天，当天上午没有考试任务，海口市实
验中学校警许健康一边巡查考点，一
边用手机记录下刚刚创作的诗句。

这两天，海南日报记者为许健康
拍摄的一段小视频在朋友圈刷屏，让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校警”。视频
中，他展示了自己为高考考生写下的
几首长诗，其中流露的真情实感打动
了不少网友。

许健康是福建人，在海口实验中
学担任校警已5年。在此期间，他利
用业余时间深入海南各地，在海南省
博物馆、泉州公益组织刺桐会等机构
专家学者的指导下，与他人合作或独

立创作，撰写了20余篇关于闽琼文化
的文章，部分已公开发表。

注意到许健康对海南乡土文化的
热爱，海口实验中学教师把他拉入语文
课题研究微信群，让他参与校本课程的
教研和授课，给学生们普及乡土文化，
并带着学生做一些本地文化的课题研
究。此前，他已经给学生普及了南海更
路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古代海南对
外经济贸易等方面的知识。

“在平时的交流中，我常鼓励大家
关注乡土文化，因为这不仅能培养他
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怀，也能为
他们历史、语文等科目的学习积累素
材。”许健康举例，去年的海南高考作
文题要求学生客串《中华地名》主持
人，围绕一个地名来写一篇主持词，而

今年海南高考作文题要求学生根据
“人”字的毛笔字写法展开论述，“这从
一个角度佐证了，必要的历史文化积
淀能在关键时刻为学生提供助力。”

多年为考生护航，许健康注意到，
由于“新高考”的实施，近两年的高考
考生相较以前的考生更加自信从容，

“‘3+3’的考试模式让他们可以自主
选择喜欢和擅长的科目，我非常支持
高考改革！”

连日来，他一共为高考考生写下
4首长诗，其中“蟾宫折桂标君名，学
其成时报春晖”“三载寒窗拂冬雪，一
朝金榜春满颊”“几度春秋挥汗洒，惟
求金榜标君名”等句子，不仅寄托了他
对孩子们的真挚祝福，也在提醒考生
不忘师恩。

海口一校警作诗4首祝福考生
建议青年学生从乡土文化中汲取营养

三亚

多部门联动护航高考
本报三亚6月8日电（记者徐慧玲 李梦楠）

制定高考交通安保工作方案、提前开展考点周边
道路清障排阻工作……连日来，三亚多个职能部
门联合行动，从供电、交通出行、消防安全、环境卫
生等方面着手，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

三亚市教育局考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三
亚在每个高考考点单独设置1个备用考场和3个
隔离考场；在每个考点安排1名疫情防控专职副
主考、2名医护人员和1辆救护车，确保疫情防控
工作落到实处。

为确保考生出行安全，三亚交警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高考交通安保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努力营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同时，联合
三亚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对接送考生的专用车辆
进行安全检查，督促运输企业落实交通安全责
任，依法从严查处超载、无牌无证车辆。开展考
点及周边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整治，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

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在考点周边和校园内部
及交通便利的区域，安排部署消防车、指战员，进
行流动巡查，确保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及时赶到现
场，快速妥善处置。

儋州

80名志愿者热心服务考生
本报那大6月8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 通讯员盘悦华）6月7日至8日，儋州市委
宣传部、共青团儋州市委等有关部门把党史学习
教育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结合起来，联合开展“助
力高考，爱心护航”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组织80
名志愿者为考生提供暖心服务。截至6月8日18
时，志愿者共接送考生及家长215名，发放矿泉水
2500余瓶。

6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在高考考点儋州市第
二中学门口的志愿者服务站看到，身穿蓝色马甲
的志愿者正在给考生免费发放矿泉水。志愿者李
克利说：“虽然天气很热，但大家都想出来做点事
情，助考生考出好成绩。”

据介绍，儋州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在该市3个
高考考点门口设置志愿者服务站，在每个服务站
安排10名志愿者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服务。另安
排50名志愿者驾车为考生提供无偿送考服务，考
生通过预约车辆、定点乘车等方式，凭2021年高
考准考证，可免费乘车。

6月6日，海口市实验中学，许健康（左三）为前来“踩点”的高考考
生及家长提供引导服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6月8日中午，海口突降大雨。
14时许，3辆满载考生的大巴车开
到高考考点海口市琼山中学高中部
门口。车刚刚停稳，撑伞在雨中等
候多时的海口市中医院医生陆振鹏
及琼山中学的几位校医赶紧拿着测
温枪上了车。

在车上，医务人员麻利地挨个
给考生测温。3辆车共120多个学
生，不到5分钟就全部测完。“祝大
家英语考试顺利，全都考出好成
绩！”下车前，陆振鹏不忘给考生们

送上真挚的祝福。
疫情防控是今年高考的一项重

要工作。海口在全市10个考点都
成立了医疗服务专班，在每个考点
配备1名专业防疫人员担任专职副
主考，以及至少2名医护人员和1辆
120急救车。来自海口市中医院的
医生陆振鹏、冯永锋和护士朱秀秀，
以及琼山中学的5名校医等共同组
成了该考点的医疗服务专班。

医疗服务专班的工作人员，每
场考试都要在开考一个半小时前到
达考点。冯永锋和朱秀秀去考点前
还要到医院集合，带上医疗设备。

为了节约时间，他们干脆晚上睡在
医院。

“疫情防控90%以上的工作都要
在考试前做好准备。”作为感染和疾病
控制科的医生，陆振鹏对于疫情防控
有丰富的经验。从5月底到6月初，
他去过琼山中学高中部好几次，检查
高考测温通道的设置、防疫物资的储
备、隔离考场的安排，还专门给监考老
师进行培训，详细介绍了和考生接触
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穿戴防护服。

同时，在和学校对接的过程中，
陆振鹏了解到，在琼山中学高中部考
点，除了本校的900多名考生外，还有

600多名来自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
以及100多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海口
附属学校的考生在此参加高考，这两
所学校会安排大巴车送考生到考点。

“如果让所有学生排队测温，耗
时较久，而且等待的过程中学生也
可能因为天气炎热感到烦躁，影响
考试心情。”陆振鹏说，为了提高测
温效率，让考生快速进入考点，经过
和学校的沟通协商，最终决定由医
疗服务专班工作人员上大巴车为考
生测温，全员监测合格后放行。

“这样安排，虽然我们专班的工
作人员会辛苦一些，但给考生带来了

便利，让他们考试更安心。”琼山中学
校医陈虹伶说，每次上大巴车测温
时，看到考生们还在拿着备考资料复
习，就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高考开考两天，琼山中学高中
部考点未发现一起考生体温异常或
身体不适的情况。“没有情况就是最
好的情况。”陆振鹏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近两年的高考考生经历
了居家复习、网上上课、开学推迟
等，非常不容易。“我们能做的，就是
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为他们做好
服务保障，助他们考出好成绩。”

（本报海口6月8日讯）

海口各考点医疗服务专班用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用我们的辛苦，换考生的安心”

高
考
人
物

⬇ 6月 7日，在三亚市
第一中学考点外，考生亲属
手捧鲜花等待。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6月8日，海口旅游职业学校考点，志愿者为考生提供口罩。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青春答卷
绚丽起笔

2021年高考开考两天，我
省各考点秩序井然。全省
5.9万余名考生严格遵守考
试纪律，从容应考，展现出良
好的精神风貌。

➡ 6月 8日，海南华侨
中学高中部考点，英语科目
考试结束后，考生和老师合
影留念。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6月8日，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考点，考生考完英语科
目后轻松走出校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