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管现场执法“噪音工地” 更有市民建议———

长沙麻将能否为高考“禁音”

本报6月1日讯 高音喇叭声、 汽车鸣

笛声、夜宵店吵闹声……高考将至，噪声仍

此起彼伏，不少家长致电本报，呼吁还考生

一个清静的环境（详见本报6月1日A03

版）。报道一见报，本报热线火了！“禁音”声

一浪高过一浪。

小区内的麻将室是很多人的一块“心

病”。有网友发帖称：长沙麻将室多如牛毛，

特别是周末，简直是四面楚歌、十面埋伏，

并建议麻将为高考“禁音”，获得广大网友

支持。

据悉，很多麻将室是在经济适用小区、

农民安置小区内。6月1日下午，记者来到四

方坪双拥路先福安置小区。 刚走进小区便

听到一阵热闹的麻将声和吆喝声。 两间门

面里摆放了十来张桌椅，打牌的、看牌的，

围了个水泄不通。

记者围着小区走了一圈，没有挂牌的麻

将室就有5家， 还有一些店铺门口聚集了几

桌牌局。“打麻将的大部分是安置户，没事情

做，我们对面小区更严重，十几家呢。”小区

居民张女士说，她孩子在后面的国防科大附

中读书，她是特意来陪读的。“你看这通宵达

旦地吵个不停，孩子怎么复习、休息咯？”

麻将为高考“禁音”，我们该怎么做？您

有任何想法和建议， 或者您有其他噪音问

题 投 诉 ， 可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0731—

84326110，我们一起为高考生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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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倒计时

“忘带准考证了”、“突然想去厕所了” ……每年高

考，总有一些考生会遭遇各种意外。有多年送考经验的

长沙市第二十中学朱大玲老师和往届考生提出了高考

常见的9个意外，给广大考生打个“预防针”。

意外1���忘带或丢失准考证

准考证最好交给带队老师保管。 万一忘带了也别着

急，因为监考员根据准考证存根验证考生相貌后，相符的

可先进场应考， 再由流动监考员通知带队老师在本科考

试结束前把准考证送到考场。确系丢失的，由市、县招生

办与考生所在学校带队老师核实确认身份并补发。

意外2���相貌与照片不符

入场前， 监考员若发现考生本人相貌与身份证、准

考证、考生花名册上的照片不符，会禁止考生入场。这一

情况下，允许考生先答题，该科考试结束后，考生需跟监

考员到考点办公室核实情况，如系替考的，考生要写明

情况并签字。

意外3���准考证重号

进入考场后， 考生如果发现自己的考号与其他考生

重复，应立即告知监考员。监考老师向考点主考报告后，

安排考生进场应试， 并责成有关人员立即查明两考生的

确切准考证号和考试地点，及时做出处理，并通知学生。

意外4���试卷缺页或与科目不符

试卷下发后， 如发现试卷与所考科目不符， 或有缺

页、漏印、重印、损坏等无法使用的情况，应马上告知监考

老师。监考员向考点主考报告后会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启用备用试卷，并记住所耽误的考试时间，报请上级同意

后可补足耽误的考试时间。开考后再发现此类问题的，动

用备用试卷或答题卡而耽误的考试时间不补足。

意外5���无意间弄脏答卷

无意弄脏答卷或答题卡不影响答题和评卷的，一般

不用更换；因弄脏或不小心损坏了试卷或答题卡而必须

更换的， 监考员向考点主考申请动用备用试卷或答题

卡，由此而耽误的考试时间不补足。高考虽有备用卷，但

试卷只有两张备用，考生应要注意。

意外6���考试中笔写不出字

一般情况下，考场会备有2B铅笔，但不会提供计算

器、收音机、电池等专业用品。考前一天，考生应对照考

试用品的清单，仔细检查考试用的文具、用品。考试过程

中，遇到笔写不出字等意外情况，应举手向监考老师求

助，切莫问周围同学借，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意外7��考试中需如厕

进入考场后感觉“尿频、尿急”是焦虑的表现，建议

考生考前一小时内可减少喝水， 进场前先去一下洗手

间，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开考后想上厕所应举手示意。

根据规定，因特殊病因或特别紧急的情况需由两名同性

机动监考员随其前往；无特殊情况，考生离开考场时必

须交卷，并禁止再入场继续考试。

意外8���交卷后发现忘写姓名

出现这一情况应向监考老师说明，不过，避免这种

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先写姓名资料再答题。

意外9���听力考试磁带无声

英语听力考试中，磁带无声或听不清楚的情况也会

偶有发生，这时应立刻报告。监考老师启用备用磁带时，

会从出现问题时的前一道题开始播放，考试结束时间顺

延；短时间无法解决的即进行其他部分考试，其后再继

续进行听力部分的考试。 ■记者 王智芳

提醒

高考时，9个意外怎么办

张先生：我住在开福区荷园小区，家门

口有省妇幼保健院以及泊富广场两个工

地，经常是三更半夜还忙得“不亦乐乎”。噪

音听得人极度郁闷。

解决：6月1日晚上10点半，记者跟随开

福区城管执法大队和区环保部门工作人员

来到了省妇幼、泊富广场两个工地。此时，

省妇幼门前停了3辆混凝土车，输送泵在作

业，“轰轰”的声音格外刺耳。记者仔细观察

测音器，当输送泵在作业时，噪音在73分贝

到75分贝之间。 显然已超过了55分贝以内

的标准。2日，环保部门将出书面检测报告，

并查看该工地是否办有夜间施工许可证。

开福区城管执法大队常务副大队长肖

胜与施工方负责人取得了联系，要求即日起

至高考期间，晚10时至次日6时工地停工。施

工方表示同意，并立即关掉了输送泵。

刘女士：我家住在湘湖路149号泰时新

雅园小区2栋，完全被夜宵店包围了。楼下

是夜宵店，小区沿线门面是夜宵店，对面也

是夜宵店。我们这一栋有六七个高考生，能

不能请他们消消音啊！

解决： 辖区工商所负责人承诺将到小

区周边夜宵店宣传呼吁， 并要求手续不齐

全的店面暂停营业、整改；2日晚，城管、湘

湖管理局、 工商部门将再次去夜宵店进行

检查，拒不整改者将依法处罚。

茂女士：我家住潇湘电影集团家属区，

东塘通程电器卖场每天大喇叭播放的音

乐、宣传口号太吵了。真的吵得头痛。

李女士：我住在梓园路活力社区活力康

城二楼，一楼是个超市，两个喇叭每天都吵

个不停，中午想休息一下都不行，太痛苦了。

解决： 雨花区城管执法大队砂子塘中

队负责人表示，将立即去现场做工作，让对

方音量尽量小一点。 同时联系环保部门做

分贝测试，并将依法要求整改。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李爽

即日起， 本报开通“2011年高考有我专

线”0731—84329123，不管您是高三老师、往

届高考生或是普通市民， 只要您能为今年的

高考学子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都欢迎

您拨打本报热线电话。下期我们的话题是“往

年语文卷这些问题最突出”。

互动

高考禁噪·《嘘！小声点，他们要高考了》后续

“通缉”噪音

本报6月1日讯 株洲公交总公司将安排46台

公交车参加今年的爱心送考。

参与此次活动的包括T1路、T2路、5路、T9路、

T21路、T28路、18路、20路、21路、55路、35路等17

条公交线路。

6月7日、8日、9日高考期间， 参加爱心送考的

公交车将统一张贴“2011年爱心送考”的标志，部

分公交车内还将为考生提供高考生专座，考生只需

持准考证便可免费乘坐。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殷滋

诚信档案提交高校和单位

“今年， 我们要在评卷中加大对出现试

卷雷同等违纪现象的查处力度，发现雷同试

卷，其考生成绩一律无效，并按规定予以处

理，而且还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张放平

表示，教育部从今年起下决心在全国建立国

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查询系统，考生的违规

记录将记入档案，并接受招生学校和用人单

位的查询。

“我们要完善考试诚信电子档案， 对考

生参加高考等国家教育考试和工作人员考

试的诚信状况都要如实记载，并按程序提供

给有关高校或单位查询。”张放平说。

教育部有关文件明确规定， 凡是在考

试过程中利用通讯工具作弊、由他人代替考

试或代替他人考试等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

重的考生，取消各科成绩，同时下一年度不

得参加高考；对违规参加高考的高中非应届

毕业的在校生，取消其当年成绩，同时给予

其应届毕业当年不得高考的处理；高校在校

生代替他人参加考试、参与或组织群体性作

弊、使用通讯工具作弊的，开除学籍。

据统计， 去年全省共处理高考违规考生

166人，占考生总数的万分之四，较上年有大

幅度下降。

监控视频无法回放将追责

“要特别指出的是，去年高考中，少数考

点在视频监控操作上仍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

题，今年加以整改。对因设备出问题，或违规

操作造成无效画面、无法回放的，要坚决作为

组考工作不力的问题从严查处， 严肃追究有

关负责人的责任。”张放平表示，今年继续实

施计算机随机编排考号的办法， 从源头上消

除作弊隐患；全面启用无线通信屏蔽，加强对

考点周边无线电信号的监测； 全面实施考场

安检和考生身份核验等等。

今年，全省所有考点都按规定配置了能

屏蔽绝大部分频率手机信号的无线通信屏

蔽系统，考试期间将全程开启。同时在考试

期间将出动无线电监测车，对考点周边的无

线电信号进行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制止

和查处。

同时，今年全省已统一启用第二代身份

证阅读机，通过考生第二代身份证自动采集

考生照片、身份证号码等关键信息，确保考

生身份信息与公安部门的信息一致。

“再好的设备和技术，最终还得靠人去操

作， 因此必须把技术防范和制度防范很好地

结合起来。”梅克保表示，组考过程中的每一

个环节和细节都要严格按制度和程序操作。

全省高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今年全面实施考场安检和考生身份核验

高考答卷雷同，成绩一律无效

株洲46台公交车爱心送考

全省37.8万高考生注意了，如果有人高考答卷和别人的雷同，成绩将

一律无效。

6月1日下午，全省高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梅克保、省

政府党组成员、省教育厅厅长张放平出席。

今年湖南将在评卷中加大对出现试卷雷同等违纪现象的查处力度，而

且还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石瑜

长沙市今年高考报名人数42015人， 全市今年

设置30个考点，市区11个，四县（市）19个。远程巡考

指挥平台将覆盖全市所有的考点。6月6日下午开放

考场，对所有进入考室的考生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芙蓉区：田家炳实验中学东校；

天心区：明德中学（新校区）、长郡中学；

岳麓区：湖南师大附中、长沙市二十八中；

开福区：长沙市一中、长沙市七中、北雅中学；

雨花区：省地质中学、长沙市二十一中、长沙市

稻田中学；

高新区：长沙市雷锋中学；

长沙县：长沙县一中、长沙县实验中学、长沙县

星沙中学、长沙县第三中学、长沙县第七中学；

望城县：望城县一中；

浏阳市：浏阳市一中艺术部、浏阳市三中、浏阳

市五中、浏阳市六中、浏阳市一中、浏阳市田家炳中

学；

宁乡县：宁乡县一中、宁乡县实验中学、宁乡县

玉潭中学、宁乡县四中、宁乡县十三中、宁乡县职业

中专。 ■记者 贺卫玲

长沙城区设11个考点

高考定点学校食堂迎来“大考”

本报6月1日讯 “高考定点学校食堂餐饮是

否安全？”、“高考学子能否在食堂吃得安心吃得放

心？”今日，省药监局监督所执法人员来到长沙高考

定点学校湖南师大附中食堂展开检查。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食品原料采购索证索票、进

货查验、台账记录、加工操作、食品留样、从业人员

健康体检和个人卫生、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工作落

实等方面的情况。

为让高考学子顺利完成高考，保证高考期间在

学校食堂吃得安心，近日，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做出工作部署，要求对定点高考学校食堂开展

检查。

重点检查学校食堂食品及其原料的采购索证

和台账登记情况、餐饮具的消毒情况、从业人员健

康情况及各岗位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等，并重

点查看学校食堂对食品添加剂是否做到专人管理、

专柜存放、专用台账，是否存在非法添加非食用物

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高考即将来临，专家提醒各位家长要密切关注

孩子的饮食，向孩子提供安全、营养合理的主、副食

品，尽量避免食用容易引发食物中毒的芸豆、豆浆

等食品。

另外， 要慎重给孩子食用大量补脑类保健食

品，不要突然改变孩子的饮食规律，造成孩子的饮

食“压力”。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杨琴 通讯员 谭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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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开福区城管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对夜间施工进行检

查、登记。

城管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的到来引起了工地方的重视，施

工方立即关掉了输送泵。

6月1日晚10点半，长沙市湘春路省妇幼保健院建筑工地。经开福区环保局检测，工地噪音明显超标。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 李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