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6日讯 今日， 湖南
省2020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
试考务工作部署视频会召开。省
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省教育厅、
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卫健委
相关负责人分别结合部门职责，
通报了招考报名情况，对严密组
织考务、确保试卷安全、净化考试
环境、 加强疫情防控等做出工作
安排。

据了解， 今年我省参加全国
第一批地方公务员招录同步考
试，全省共计划招考公务员7110
名，截至7月11日缴费结束，报名
参考人数共14.67万人，为近年来
新高。 本次笔试全省共设置15个
考区，4900余个考场， 参考人数
过万的考区共有7个。

考前，省委组织部联合省人
社厅、卫健委、教育厅联合下发
《湖南省2020年考试录用公务

员笔试疫情防控指导意见》，对
公务员笔试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部署。

《意见》明确，考生在笔试前
14天 (7月11日)申领本人防疫健
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通过
微信小程序“通信行程卡”申领)，
并每日进行体温测量和健康状况
监测。

来自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健康码为黄码的考生，应于笔
试当天入场时提供7天内 (7月18
日及以后日期) 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

考生需打印好考前24小时内
的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状
态信息彩色截图 (包含个人相关
信息和更新日期)，在进入考点时
进行查验。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曾鹤群
张罗西 刘菁 实习生 朱雯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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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6日讯 近日来，受
特大暴雨影响，江西省上饶市鄱
阳县大部分区域被淹没，群众出
行困难。

7月17日是中考的日子，如
何让淹没区的考生安全、如期参
加考试，成为该县油墩街镇桥头
中学不少家长和学生犯难的事
情。7月16日，湖南省消防救援总
队增援江西前方指挥部出动精
干力量前往该中学，为全校中考
生当“摆渡人”。

“学校今年一共有178名考生
参加中考， 因洪水导致出行困难
的有118名。”校长吴为介绍。

了解情况后，救援人员出动
6艘橡皮艇、2艘冲锋舟， 分成多
个组，进入油墩街镇被淹没的区
域依次转运被洪水围困的学生。

倒灌的河水没过了房屋第
一层， 道路全部被洪水淹没。整
个村庄一片汪洋， 稍不留神，水
下暗藏的电线、木材等“暗器”就
可能缠住橡皮艇、冲锋舟的动力
泵。为了避免“搁浅”，救援人员
只能划桨通过“障碍物”，给转移
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慢一点，不要着急，一定要
记得带好准考证。”晏桥村附近，
救援人员发现2名准备参加中考
的学生，一边为考生穿戴好救生
衣，一边叮嘱他们带齐考试必备
用品。

“谢谢消防员叔叔们， 我会
好好考试，不辜负你们的努力。”
学生李子武在成功转移之后，向
救援人员深深一鞠躬表示感谢。
截至下午3点， 救援人员一共转
移出23名中考考生，26名被洪水
围困的群众。

随后，23名考生和之前被安
置到镇上的73名考生会合，湖南
消防救援人员用大巴车将96名
考生送往指定考场，确保他们如
期顺利参加中考。

■通讯员 颜雨彬 何鸽波
记者 张洋银

“考的都会、做的全对”，家长花式应援
长沙中考开考，作文题关注“心理健康” 中考成绩将于8月3日揭晓

送颗糖让你“有点甜”，旺仔牛奶开路让你“一路旺”
……7月16日，长沙中考拉开帷幕，全市8.09万名(直升
生除外)初三学子踏上中考考场。记者了解到，中考成绩
将在8月3日揭晓， 城区网上填报志愿时间为8月4日—
6日，8月5日—6日进行成绩复核查卷。
■记者 杨斯涵 刘镇东 黄京 实习生 黄禧燕

【现场】
有人忘戴口罩赴考，志愿者相助

“同学，麻烦戴上口罩后再
进入考点。”早上8点左右，在北
雅中学考点外， 一名背着红色
书包的考生被拦了下来， 原来
这名考生因为早上出门太急，
将口罩落在了家里， 这可怎么
办？北雅中学志愿者见状，立马
走上前为其送上口罩。

在稻田中学考点，记者看
到考点入口设有体温检测通

道，通道内摆放了免水洗洗手
液、消毒湿纸巾等物品，戴好
口罩的考生依次从通道内的
远程体温监测仪前经过，若有
考生出现发热情况，校医将会
对其进行检查，检查异常的考
生将安排进入防疫专用考场。
此外，记者了解到，每间考室
还安排了一名老师对考生进
行第二次体温检测。

【送考】
老师着红衣奔考点，家长举牌子、穿旗袍……

8点20分左右， 长沙市湘
一立信实验学校的送考车到
达北雅中学考点，学生们有序
下车，就在这时，一名身穿红
衣的湘一立信老师站到了考
点入口，只见他高高地抬起右
手，准备和进入考点的考生一
一击掌，“看到红彤彤的一片，
就知道是咱湘一立信的老师，
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原
来，湘一立信的送考老师都整
齐划一地穿着红色T恤奔波
在各个中考考点，给考生们送
去安心。

为了给中考生加油，不少
学校开展了“花式送考”。7月
15日下午，长郡湘府中学举行
中考出征仪式，为即将奔赴考

场的初三学子壮行，老师有的
给学生发一颗糖，寓意“有点
甜”， 有的手持旺仔牛奶“开
路”……

稳稳6A、遇题必会、做的
全对、 超长发挥……上午8点
10分，长郡双语实验中学考点
门口，一群穿着红色花旗袍的
家长举着各式各样加油助威
的牌子合影留念，嘴里还喊着
“中考必胜”。

“这次考试， 我们家孩子
一定能发挥出超常水平。”在
北雅中学考点外，湘一立信初
三9班的家长刘敏身穿旗袍，
手持“金榜题名”团扇，打着印
有向日葵图案的遮阳伞站在
考点入口处为孩子加油。

今年的中考作文题考了
什么？记者获悉，今年长沙中
考作文题与“心灵”有关，大
致是：学校广播站有一个“心
灵驿站”栏目，经常收到同学
们诉说内心困惑的来信，栏
目组觉得应该倡导大家都来
思考自己的困惑, 分享自己
的感受或体会,所以，决定在
全校范围内举办一次以“成
长有困惑，爱思才会明”为主
题的征文活动。 要求考生写
出自己的思考， 力争给人以
启迪。

下午考试结束后，记者就
这个作文题采访了部分考生，
大家纷纷表示，材料上所提出
的问题也正是困扰到他们的
问题。“就拿这次中考来说吧，
我和爸妈说不要来送考，会让
我有压力， 但是他们不听，非
得跟着我出门， 还把仅有2岁
的妹妹也带了过来。” 长沙市
北雅中学考点考生欧阳同学

告诉记者。
“整体感觉还不错， 作文

希望能写到点子上吧。” 稻田
中学考点，一名陈姓考生面带
笑容走了出来，她说，这次作
文题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主
要还是看自己的感悟，自由发
挥的空间比较大。

长沙市雅境中学语文教
研组组长曾艳红认为，今年题
目选材关注中学生的心理与
情绪状态，切合中学生的成长
实际； 并能倡导或引导社会、
家庭由过多关注成绩转而去
更多地关注成长心理困惑，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雅培粹学校初三语文
组教师则表示， 今年长沙市
的中考作文题呈现了“重思
想深刻，重智慧表达”的写作
引领， 涵养了“厚植育人功
能，彰显语文底色”的写作气
象。作文题非常接地气，契合
学生的心理状态。

【热议】
2020长沙中考作文题关注“心理健康”

洪水无情，六月以来，常德地
区特大暴雨持续肆虐，致沅水、澧
水、涔水水位急剧上涨，防汛警报
拉响。 自7月3日相关河流达到警
戒水位以来， 农行常德分行及辖
内津市、澧县、安乡、汉寿等支行
闻“汛”而动，由两级行党委负责
同志带队， 按照当地政府的统一
部署，上堤值守、排查险情。过去
的13天时间里，该行已累计向10
个值守点派出值守人员569人次。

相关负责人辜建敏巡完第二
轮堤坝后已是晚上8点， 这时的雨
又“猖狂”了起来，他果断叫上同事，
火急火燎地赶往临近堤坝的住户
家。冒雨“话唠”了一圈，辜建敏便安
心地与同事一道返程。回到帐篷里，
他感觉自己肚子隐隐作痛，原来是
肠胃病又犯了。同事发现他的不对

劲，劝说他跟人换班。网点正常经营
需要固定守岗人，单位上堤人员告
急，辜建敏深知此刻换班只有白班
的女同事，毅然摆手拒绝道：“没事，
我坐着休息休息就好”。

一大早交接班之际， 大家正
惊讶着队伍里陌生的年轻新面
孔， 队长在一旁介绍道：“这是刘
工的儿子， 代替父亲进行防汛工
作”。刘工平日里负责各网点的系
统及设备维护，但因身体患病，需
经常去医院。此次防汛期间，由于
自己力不从心， 他深知此次抗洪
抢险的重要性， 便把自己的岗位
责任交给了正在读大学的儿子，
并交代“你是年轻人， 要多干活
儿，分到的堤段虽不长，责任却很
重大，千万不能开小差。”

■洪盈盈 陈伟 经济信息

闻“汛”即动显担当，破“浪”而来践初心

湖南消防： 为江西中考
学生当“摆渡人”

今年参加公务员考试
提前做好这些准备
持黄码考生须提供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连线

7月16日，
增援江西鄱阳
县抗洪的湖南
消防救援队员
在用冲锋舟运
送被困中考学
生赶往学校指
定地点会合。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