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6.9��星期五 编辑 张允
图编 杨诚 美编 禹元杰 校对 汤吉

A04·动态

本报6月8日讯 今日
下午5点， 我省高考各科
目考试全部结束。今年，我
省共有高考考生 41.08万
人，除保送生、高职院校单
独招生等已提前录取的考
生外， 实际参考考生约
35.15万人。 截至8日下午
5：30�，省国家教育考试考
务指挥中心没有接到失密
泄密、 群体性作弊等重大
安全事故和重大工作差错
的报告， 全省没有出现极
端天气等影响高考的情
况，社会反响平稳。

接下来， 我省将进入
高考评卷、录取等阶段。6
月12日开始评卷，26日向
社会公布高考成绩。 招生
录取工作从7月8日开始，
8月20日结束， 各项准备
正在抓紧进行。

考试期间， 省委宣传
部、省公安厅、省国家保密
局、 省无委派出专人在省
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
心值守。各地公安、工商、
互联网管理、 通信管理等
部门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
材、 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
专项整治。 公安部门在重
点地区、重点时段，派驻特
警巡逻。公安、消防、食药
监督、 城管等职能部门联
合开展执法行动， 净化考

点周边环境； 严厉打击非
法运载考生的“黑车”，采
取查扣、 罚款、 拘留等措
施，维护交通运输秩序。多
部门组成检查组对考点周
边、 考生食宿集中地区的
治安、消防、食品卫生等开
展执法检查， 考点附近有
可能干扰考试的在建工地
一律停工。 各地开展安全
隐患排查， 如电力部门对
考点电路、 设备进行不间
断巡查， 电力人员及车辆
全天候待命。 衡阳市对本
地30个考点、6个保密室、
29条线路，开展拉网式排
查，消除隐患近50处。

邵阳市、 娄底市等地
以考生为本， 积极开展关
爱考生活动， 特别是为残
障、 身体受伤等特殊考生
参考提供便利， 依规依程
序单独设置考试、 提供紧
急救援、 为考生提供人性
化服务。永州市、湘西州等
地各校考点尽力做好考生
送考、 心理辅导、 医疗保
障、防暑降温等保障服务。
各地纷纷开展“绿色出
行”、“爱心送考” 等公益
活动，如株洲市、怀化市爱
心送考车辆达到上千台，
营造了温馨氛围。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罗佳玉

本报6月8日讯 “我
们的车堵在人民路马王堆
路口走不动了！”今天上午
8点45分， 长沙交警接到
了一位送考家长的求助电
话，好在在交警的帮助下，
送考车辆一路绿灯， 几分
钟后赶到考场。 今天是高
考第二天， 长沙公安交警
指挥中心仅接到这1起送
考交通求助。

送考求助的家长自己
开车将孩子送到长沙实验
中学，而在8:45时，他的车
还被堵在人民路马王堆路
口， 家长赶紧打电话向交
警求助。收到报警求助后，
芙蓉交警大队马上安排警
用摩托车护送， 同时马王
堆路沿线绿波“护卫”。尽管
当时是早高峰， 车流量大，
但在全线绿波的帮助下，考
生在8点51分赶到考点。

今天上午，还有因打不
到车向交警求助的家长。
上午8：15左右， 正值早高
峰， 开福交警大队八中队
副中队长代晋在芙蓉路盛
世路口执勤时， 遇到一对
母子求助。 该名母亲说她

的儿子今天高考因琐事耽
误，又拦不到的士，眼看就
要迟到了， 家长看到有民
警巡逻，马上上前求助。考
虑到巡逻摩托车不能载下
母子二人， 代晋马上通知
巡逻班顶岗后， 开私家车
将母子送往岳麓区麓山滨
江实验学校考点。 在民警
的帮助下考生于8点20顺
利抵达考点。

8日上午，长沙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共出动警
力1048人次， 警车596辆
次， 牵引集中送考车队14
趟次，接受送考交通求助1
起。

据公安交警指挥中心
数据统计， 今早7:00至9:
15， 城区共接警319起，其
中共处置移车求助81起，
一般和轻微交通事故 79
起，交通拥堵报警20起，未
发生造成影响的交通拥
堵， 无重特大交通事故发
生， 无一起考生因交通问
题误考事件发生， 城区道
路交通状况基本畅通有
序。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沈潘

本报6月8日讯 脸色苍
白，口唇发黑，不省人事……6
月7日考完数学后，一名在湖南
师大附中考点考试的考生突然
休克，可急坏了大家。师生立即
将他送往该考点的医务室进行
紧急抢救， 两分钟后该考生苏
醒了过来。

据校医务室负责人李慈香
医生回忆， 当天下午考试结束
后， 她按照以往的习惯都会等
到所有考生走了以后， 才会放
心离开。 正因为这么一个小小
的习惯， 为发病的考生节约了
抢救时间。“当时老师和学生将
这名考生扶到医务室时， 他脸
色发白， 口唇发黑， 已经休克
了。”当时情况紧急，李慈香要
尽快让考生苏醒过来， 否则对
大脑有影响。 她一边给学生按
穴位疏通经络， 一边速度诊断
考生病情， 并给出最佳急救方
案。

上氧气保证大脑不缺氧，
输葡萄糖补充体力……经过紧
急抢救， 两分钟后这名考生苏
醒了过来。“崽呀， 你知道疼就
好了。”李慈香一边按穴位一边
说。“我好热、好干、好苦！”看到
考生逐渐恢复意识， 李慈香才
松了口气。经李慈香诊断，考生
中暑了， 原因主要与考生体质
弱， 刚考完数学消耗了不少脑
力， 以及考试时穿着两层厚的
衣服出了很多汗等有关。

该名考生所在学校领队和
家长收到消息后， 立即前往校
医务室，看到考生已无大碍，纷
纷向李慈香伸出了大拇指。

■记者 黄京 贺卫玲

下午4点半，离英语考试结束仅
有半个小时，一中校门口的人越来越
多。除了家长、老师等，还有许多拿着
各式相机的人们。他们都是摄影爱好
者，特意来考场拍照。

唐大柏今年84岁了，1977年恢
复高考时，他就专程前去拍摄，留下
了非常珍贵的照片资料。随着年纪的
不断增长，拍考生记录高考成为他的
兴趣爱好。“每个学生都有特别的表

情。”他喜欢用镜头记录高考的变化，
也用镜头记录家长与考生的表情。

摄影爱好者徐晖铭也在一中门
口等着下考。“好几天啦，从看考场开
始， 我就开始在不同的考场拍照，但
我最喜欢来一中拍。” 徐晖铭坦言，
长沙市一中的环境很好， 绿荫环绕，
很适合拍摄，这是摄影爱好者扎堆拍
摄的原因。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平孟 郑琪琪

高考现场，爱心瞬间不断上演
多部门联动，全省高考平稳顺利结束 12日开始评卷，26日成绩发布

现场回放

考生打不到车，交警开私家车送考

6月8日，高考湖南师大附中考点，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走出考点大门。 刘师恒 摄

最后一科

“同学约我去玩， 但我初步计划
留在长沙。” 王涵是长沙市一中的学
生，他坦言，备战高考的时光，确实是
自己有生以来最忙碌最辛苦的时光。
现在高考已经结束， 他觉得分外轻
松，心情都好了不少。

在接下来的“最长”暑假中，他选择
找一份兼职来做。“一直以来，都是通过
书来了解社会的， 希望能脱离书本，到
社会中去实践，去锻炼。”王涵表示，这
样才能让自己更好地融入社会。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平孟 郑琪琪

6月8日下午， 长沙市一中门口，
来自邵阳的姜大姐抱着2岁的小儿
子，坐在一棵树下等待。“最后一场考
试了，我又紧张，又轻松，好复杂的感
觉。”蒋大姐说，大儿子许同学在周南
中学读高三，今天被安排在长沙市一
中考点参加高考。

2岁的陪考“小家长”，在人群中
特别显眼。“哥哥比他大14岁多，最

喜欢逗弟弟玩。”姜大姐笑称，备考的
哥哥已经快2个月没有见过在老家的
弟弟，今天把孩子抱着来接考，是为
了给哥哥一个惊喜。

姜大姐表示，从前面三场考试来
看，哥哥的发挥还不错，希望能考出
好成绩。在以后的学习中，也做个好
榜样，成为十几年后参加高考的弟弟
的好榜样。

2岁娃来接哥哥下考场

老伯用相机定格考生表情

考后心情

“我觉得很放松，虽然成绩还没
出来，但自己已经尽力啦。”没有来
送考的家人， 也没有来接自己下考
的家人，汪铭同学轻松地走出考场，
他说， 自己比较喜欢用平常心对待
考试。

很多人都把高考比作“成人礼”，
汪铭也“感同身受”，觉得自己从今天

晚上起，就成为了一个大人。“高三一
年不断地学知识，就像背诗，接下来
我要去看看远方了。”他表示，今天晚
上先睡个好觉，明天要睡到自然醒。

此外，暑假的计划他早已经制定
好，在填报志愿之后，就和两个好朋
友去西藏玩，大家一直都比较向往那
个神秘的地方。

“明天要睡到自然醒”

“不打算去玩，想找份兼职做”

惊险一幕

考完数学后
他口唇发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