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8日讯 8日17时，
师大附中考点， 随着终考铃响，
欢呼的考生如潮水般涌出，喧嚣
的校园片刻归于宁静。 按照约
定，袁天赐在校园里等待记者的
采访，经历高考的洗礼，袁天赐
说并没有欢呼雀跃或者长松一
口气的感觉， 此时他的心情，也
如这傍晚宁静的校园。

“除了数学和理综比较难，
其他都还好。”袁天赐说，数学估
计能上110分， 而在高三上学期
的时候，他还只能打八九十分。

袁天赐是师大附中1401班
的学生，这是一个竞赛班，几乎都
是学霸。早在去年7月份，袁天赐就
因为化学成绩优秀，和清华大学签
订了协议， 只要高考达到一本
线，就可以上清华的化学专业。

“要说我高中最大的遗憾，
可能就是没有进化学奥赛国家
队保送清华， 不过也正因为如
此，我不得不恶补数学参加高考，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收获呢。”袁天
赐说，高三一年，他会每天拿出至
少4个小时复习数学，从最开始的
不及格， 到后来的模拟考试能上
110分、120分，每一分的提高都浸
透着自己的汗水与努力。

作文题很对袁天赐的胃口。
他选择了“一带一路”、中华美食、
高铁三个关键词。“我认为当代
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名片有
两张，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
神文化，而高铁和美食，分别代

表着物质和文化，通过“一带一
路”，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也证
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身为理科生，但袁天赐对历
史、政治、哲学和文化都有着浓
厚的兴趣，高中三年虽然学习很
紧张，但他依然会坚持每天花半
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阅读
文化历史方面的书籍，经常找历
史老师“谈玄”。“学习不能太功
利，保持自己的兴趣，学习和生
活才会变得有趣。”袁天赐说。

对话
记者： 你认同高考改变命运

吗？
袁天赐： 我不这样认为。高

分不一定高能，甚至也有人高分
低能。只有上了大学后一如既往
的保持求知精神，才能获得终身
学习的能力和以此为生的技能。
而且一次考试也并不能全面的
评估一个人。

记者：高考对你来说意味着
什么？

袁天赐：我觉得是命运的一
个十字路口， 一次重要的选择。
即使没有把握好， 也有机会弥
补，并不是一考定终身。

记者：考完有什么打算？
袁天赐：想和同学一起去乌

镇旅游，去探访一些有历史和文
化底蕴的城市、小镇。

■记者 贺卫玲

连线

就在昨天，辛苦奋斗了三年
的考生终于完成了高考，这个对
于每一名中国学生来说可能是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了。当
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就应该让
自己好好放松放松了。

为此旅游百事通推出了大围
山水世界狂野一日游。狂野水世界
位于长浏高速官渡出口处，占地7.5
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6万人激情
畅玩，拥有旋风大喇叭、超级巨兽

碗、彩虹滑梯、清凉大水寨、奇幻漂
流河、急驰滑道、飓风海啸、夏威夷
海浪池、奇妙亲子水城、奥运大冲
关等近20个大型项目。 众多的游
乐设施可以让考生好好放松。

并且，旅游百事通还推出了
优惠活动，在6月11日至16日这
段期间，成人第1位199元，同行
第2位只要99元，1.4米以下儿童
88元/人。 以上门票在百事通各
大门店皆可购买。 经济信息

聚会、喝酒、K歌、看电影或
打网游……紧张的高考已经结
束， 不少同学感觉该尽情地去
放松一把了。6月8日，记者从长
沙市多家医院了解到， 根据往
年同期的接诊案例， 高考后因
为醉酒、 熬夜被送进医院的人
不在少数。 医生提醒， 高考过
后，考生们放松要适当，注意身
体健康。

放松防过度

考试后尽情释放自己压抑
的心情， 这是绝大部分考生的
愿望。然而，对于急诊科的医生
来讲，也许就不那么轻松了。根
据长沙市120急救中心的数据，
仅2016年长沙市高考过后的一
周时间内，全市120急救车转送
到各医院急诊的醉酒病例就有
211起，其中50余起跟学生聚会
饮酒有关。

记者从长沙各大医院了解
到，每年高考过后，考生疯狂K
歌、胡吃海喝、看电影或打网游
过度而入院的患者也不在少
数，主要是以突发性耳聋、急性
鼻炎、 中耳炎、 肠胃疾病等为
主。

长沙市第一医院急诊科的
医生介绍， 这主要是因为高考
结束后孩子们从极度紧张状态
中解脱了出来， 许多考生就会
以“吃好吃的”来犒劳自己，天
天大吃大喝， 甚至大量饮酒来
尽情放纵自己， 加之与备考时

饮食习惯和生活节奏不一致，
使得机体抵抗力下降以及胃肠
道不适应， 从而导致各种疾病
发生。

饮食有学问

“考后病大都是吃和累出来
的，因此要合理安排自己的作息
时间和饮食， 不能通宵达旦，也
不能暴饮暴食， 要有规律地生
活。” 长沙市中心医院营养科主
任孙艳介绍，多年的学习，考生
们早已养成了一定的生活习惯，
短期内突然改变，很容易对身体
造成伤害。她表示，考后学生在
饮食上要有讲究， 切忌暴饮暴
食。暴饮暴食一方面会引发很多
胃肠道疾病，另一方面长时间如
此会导致体重飙升。

此外， 在外就餐要注意饮
食卫生。 高考后学生们开始频
繁聚会，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在
摊上吃烤串喝啤酒成为许多学
生首选， 要注意在外就餐环境
卫生，以免出现消化不良、腹泻
等状况。

孙艳表示， 一日三餐要定
时。高考结束后，毫无压力的假
期模式启动， 孩子们作息及饮
食开始不规律， 这样会容易导
致胃肠功能紊乱，要值得警惕。
另外，要尽量少吃垃圾食品，如
蛋糕、饼干、薯条等垃圾食品，这
样会导致身体需要的营养摄入
太少。

■记者 刘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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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提醒

考后狂欢，放松别过头防乐极生悲
医生提醒：劳逸结合的好习惯仍要坚持，高考后入院者高发

“家长最好不要再代替孩子
过多地打理他们的日常生活，要
给他们创造一些机会去参与各
种各样的劳动。”孙艳介绍，考试
结束后，很多考生会选择结伴外
出旅游，这个时候往往因为缺少
内心安全底线，而发生一些危险
的状况。她认为，考生应尽量做
到劳逸结合，可以从以下五个方
面入手：

1.彻底放松几天，可以利用
这段时间做些自己感兴趣、平时
想做却又不能做的事；

2.和同学聚会时牢记两点：安

全第一，出门别忘和父母打招呼！
3.及时总结经验，使自己心

理更成熟；
4.合理安排时间，起居有规

律，考后生活作息混乱，晚睡晚
起，不按时吃饭，沉溺于网络游
戏，这不利于身体健康；

5.正确对待考试结果，未来
最重要的并非一个单纯的成绩，
而是如何规划。尤其考试失利的
考生，不应盲目否定自己，应认
真分析失利原因，然后根据自身
情况来确定未来方向，走好人生
道路。

劳逸结合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高考只是一种选择
并非一考定终身”
对话师大附中袁天赐，考前和清华签了协议

出游安全第一
谨防乐极生悲

为期两天的高考终于在盛
夏傍晚的习习凉风中结束，卸
下重负的学子们迎来了人生之
中最放松的一个暑假。12年寒
窗苦读的压力在一瞬间得到释
放，如果不注意尺度，就很容易
乐极生悲。事实告诉我们，每年
“高考后” 往往成为学生伤亡事
故多发期，远离危险活动，谨防
意外发生，家长们和考生们应该
引起高度重视。

查阅近年来的高中应届毕
业生发生的安全事故案例，让
人心情沉重：

2013年6月24日， 高考成
绩放榜前几天， 长沙市宁乡四
中高三理科班学生叶涛在家门
口的池塘游泳， 突然腿部抽筋
溺亡。

2015年6月10日下午，四
川遂宁市一废弃建筑工地，40
余名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在工
地内模仿电视节目“奔跑吧，兄
弟”进行“撕名牌”游戏，其中一
名毕业生不幸坠入电梯井，被
救出时已没有了生命迹象。

2016年6月10日上午，广
东揭阳市空港经济区新华中学
高三毕业生谢某武等6名同学
相约到南陇水库玩， 三男一女
不幸溺亡。

随着暑假来临， 在此提醒
家长及学校应该加强对孩子的
安全监管和教育， 不要让孩子
参与野泳、 飙车等相关危险活
动，防止意外发生。必要时家长
可以和孩子一起去旅游， 与孩
子一起锻炼等， 让孩子学会适
度放松，避免疯狂“补玩”，堵上
安全的漏洞。

■记者 龚化

高考结束，是时候给身心放个假了

6月8日下午，高考长沙市一中考点，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几名考生开心地将一名同学抱起来，一起冲出校
门。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