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高考邂逅端午节，这意味着什么？当然是“高粽（中）”啊！6月
7日，高考大幕正式拉开，全省39.2万高考考生带着这“高粽”的美
好寓意奔赴高考考场，开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上午，省委副书记乌兰来到省教育考试院、长沙市一中巡视高
考工作。她要求，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高考平安顺利。

三湘都市报记者奔赴长沙多个考点，记录下一个
个温馨、感人的难忘瞬间。

数说

2019年高考正式拉
开帷幕，长沙市共设32个
考点1862个考室，6.7万余
名考生参加考试。 高考首
日， 长沙市公安局共投入
直接参加高考安保警力
3900余人次、 警车1000余
台次， 全面加强高考安保
和服务工作， 全力以赴为
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记者杨洁规通讯员刘彬

长沙3900余名警力
保驾护航

巡考

本报6月7日讯 今天是
端午节， 也是高考首日。上
午， 省委副书记乌兰来到省
教育考试院、 长沙市一中巡
视高考工作。她要求，要严格
督查，落实责任，强化保障，
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安顺利
公正有序进行。 副省长吴桂
英参加。

我省是高考大省， 今年
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近39.2
万人，比上年增加1.2万人。全
省14个市州共设123个考区、
264个考点、1.39万间考室。

在省教育考试院， 乌兰
先后来到视频监控室、 省国
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 通过
视频监控系统远程随机检查
各考区的试卷保管、分发、考
生安检以及保密制度执行等
情况， 了解各市州驻守值班
和考区情况。她指出，高考无
小事，涉及到千家万户，关系
到考生前途命运， 必须高度
重视。 高考考务工作人员要
尽职尽责，坚守岗位，严格落
实各项安全保密措施， 确保
考试安全、公正、有序。

在长沙市一中考点，乌
兰走进视频监控室， 巡查各
考场考风考纪、监考情况，来
到考务办公室， 了解试卷管
理情况，还查看了安全保卫、
警戒设置等考场布置情况。
她要求， 各有关单位要按照
省委省政府“保平安保质量
保公平”和“零事故零差错”
的总体要求，周密组织、精心
安排， 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
的考试环境。 下阶段要做好
高考阅卷、招录工作。

■记者 贺威

扫
码
看
今
年
高
考

首
日
视
频2019年6月8日 星期六

编辑/贺齐 图编/言琼 美编/高原 校对/曾迎春 A03

笔尖有梦，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穿旗袍、拿向日葵，妈妈团送考花样多 长沙出动3900余名警力护航

即将开考了， 掏出准考证
准备进考点才发现自己跑错考场
了！7日上午， 高考第一场考试前，
长沙就有考生有这样的遭遇，好
在她及时向民警求助，警用摩托
车用了20多分钟把她送到了正
确的考点。

“这个考生到了长沙市实验
中学考点以后，在校门口把准考
证给民警看，她才发现自己要去
的是长沙县实验中学，她一下子

慌了，她的母亲也在一旁着急。”
长沙市交警支队芙蓉大队十中
队中队长史建介绍， 早上8点刚
过，他们发现了这位正着急的唐
姓考生。史建了解到这名考生前
一天到考场踩过点，可能送考的
车将她送错了考点。他马上派民
警开警用摩托车护送小唐。

上午8点27分， 摩托车载着
小唐到达十公里开外的长沙县实
验中学。 ■记者 虢灿

护考
考场外来了社区“护考团”

高考不是考生们独自在
“战斗”， 由天心区青园街道湘
园社区组织的护考团一直守候
在考场外， 成为长沙市明德中
学高考点一道靓丽风景线。

记者在现场看到，明德中学
校门左侧湘园护考街长达300
米，20多个爱心单位在此为考生
和家长免费提供爱心早餐、考试
用品、读书看报、医疗救助、中国
女书等服务。陪考家长张润葵高
兴地说：“社区护考工作体贴入
微， 最开始我心情也很紧张，后
来到‘悦读吧’看看书喝喝茶，心
情平静了很多，相信我的孩子能
够考出好的成绩”。

在湘园社区护考志愿者
中， 有25位考生家长志愿者组
成“高考护卫队”，考试期间，他
们会穿梭于各小区进行巡逻，
协助社区及时解决影响考生休
息的各类问题。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陈畅

记者了解到， 今年高考期
间， 多家银行都推出了爱心助
考服务。

“送女儿到湖南地质中学
考点后， 看见旁边建行网点门
前摆有宣传牌， 专门设立了高
考爱心服务区， 就进来休息
了。”上午10点，在该网点人民
中路支行， 送考妈妈袁慧正和
不少同是在此陪考等候的家长
们聊天。“有地方休息， 有空调
吹，有wifi，还准备了茶水、水果
和糕点， 真的是帮了家长们的
大忙。”

记者走访发现， 在湖南地
质中学考点附近， 北京银行等
网点也都设置了类似的爱心助
考区。 ■记者 潘显璇

银行网点设爱心助考区

惊险

下午2点18分， 株洲考生小陈
赶赴考点时遇暴雨， 路上堵车，情
急之下向路面执勤交警求助。

接到求助后， 荷塘交警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 一边联系市交警
支队指挥中心， 提供最优行驶路
线，并对沿线各个路启动绿波带，
由交警专车护送考生和家长。2点

33分， 小陈顺利抵达株洲市二中
考点， 此时离考场关门只差12分
钟。

“平常至少需要40分钟的路
程，今天仅用了15分钟，太感谢
你们了。” 小陈的父母握着交警
的手激动地说道。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管丽

考生路遇堵车险迟到，交警疾驰送考

她跑错考场了，骑警护送“纠错”

乌兰巡视高考工作
要求确保高考平安顺利

瞬间

穿旗袍、拿向日葵，妈妈团靓了

“看， 这是我们班主任送我
们的红包。”上午8点多，在南雅
中学考点外，长沙耀华中学高三
学生小孙开心地晒起了“红包”。

记者在现场看到， 长沙耀
华中学的两位老师7点30分就
赶到了考点入口处， 为该校学
生打气， 还给在该考点的百余
位考生逐一发“红包”，着实给

考前紧张的气氛带来一份惊喜
和温馨。红包里，装着考生的准
考证和身份证。 学校老师介绍
说， 此举一是帮他们保管身份
证、准考证，也为了讨个好彩头。

“收到这份祝福， 心里一下
觉得好幸福，老师们有心了！”考
生小孙说道。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杨洁规

上午7点30分，长沙市多个
考点，考生陆陆续续进入考场，
前来送考的“旗袍妈妈团”是考
场一大亮点。

在南雅中学考点门口，身
着各色旗袍、 手持向日葵的考
生妈妈们格外亮丽显眼， 其中
一位妈妈告诉记者， 旗袍寓意
着“旗开得胜”，向日葵寓意着

“一举夺魁”， 为的就是给孩子
一个吉利，“这是孩子的大事，
我要为他加油， 定能旗开得
胜！”

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的女
老师们也统一身着旗袍为考生
送考。该校钟老师认为，这是一
份祝福一份期待， 告诉所有考
生：“你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高考＋端午=“高粽”
高考恰逢端午节，下次巧遇

要再等19年。 在长郡梅溪湖中学
考点外，记者看到有许多家长自
发制作的牌子， 上面写着“高
考＋端午=高粽”“加油，你是最
棒的”……甚至有家长带着粽子
前来，期待给孩子传递一份“高

粽”的好运气。
下午2点左右， 原本晴朗

的天空下起了雨，但这丝毫不
影响家长和考生的心情，考场
开放后，“加油、必胜”的口号
此起彼伏，斗志昂扬、振奋人
心。

老师给学生发“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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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上午，学生家长在长沙南雅中学校门口，自发为考生摇旗助威。
记者 杨洁规 摄

7日下午，株洲荷塘交警
仅用15分钟将考生送到考
点， 家属握着交警的手表示
感谢。 通讯员 供图

7日上午，长沙耀华中学
老师在南雅中学校门口给学
生发放“红包”。 杨洁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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