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对一个人意味着什
么？2007年参加高考的吕松洛
给出的回答是：“不参加高考的
人生是不完整的。” 这个6年如
一日奔走在火灾、 车祸等突发
事件一线的美女记者说， 偶尔
累到想放弃的时候， 就会拿出
当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和考分
条来看看，它们会提醒自己，什
么是最初的梦想。

从小有个电视记者梦

打记事起， 吕松洛就是个
不折不扣的“电视迷”。她酷爱
追剧， 最羡慕的是电视台放影
视剧的叔叔阿姨， 因为他们可
以提前“剧透”。随着年龄的增
长， 她又迷上了电视记者拿着
话筒滔滔不绝的样子， 并下定
决心要从事这个职业。为此，她
在高中开始学习编导， 并走上
了艺考之路。

“很多人认为艺考是高考
捷径， 但其实艺考生特别辛
苦。” 一方面她要苦练专业，另
一方面她也不敢在文化课上有
所松懈。在巨大的压力下，吕松
洛养成了高效率的学习和办事
风格， 这也使得她在多年后能
很快适应忙碌而辛苦的记者职
业。“所以说， 每种经历都将成
为你人生的财富。”

第一个吃螃蟹未必不好

新高考即将实施， 有考生
和家长都担心高考改革会对自
己有影响。 但吕松洛却认为：
“第一个吃螃蟹未必不好。”原
来她念高一时， 恰逢山东省高
中新课改第一年。 新课改要求

给予学生更多自主学习的时
间，课堂上也不再只是一味听
老师传授知识，有了更多互动
交流环节。

作为山东新课改实行后
第一批高考生，她的高考除了
必考的语数外三科和综合科
目外，还增加了一项分值60分
的基本能力测试，主要考察学
生音乐、体育、紧急护理技巧
等基本常识，同时还包括自主
设计完成一份社会调查问卷。
“因为从小就喜欢看书， 我的
基本能力测试分数是班里第
一名。”吕松洛说，考基本能力
测试前大家都很担心，但考完
就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难。

高考结束，人生刚开始

高考结束，吕松洛以563分
的成绩被浙江传媒学院广播电
视编导专业录取， 虽然分数并
不拔尖， 但却拉近了她和梦想
之间的距离。10年之后，再回过
头看高考， 她最大的感受是：
“高考虽结束，人生刚开始。”

在大学里， 她努力学习，积
极参加社团活动，担任校园电视
台一档栏目的组长。 大四那年，
湖南一家电视台去高校招聘，她
凭借自己过硬的专业能力获得
了面试官的认可，从此开启了电
视记者生涯。从事外采记者6年，
她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经历了
各种各样的事。“这些经历让我
迅速成长， 也学会了珍惜、感
恩。” 每每想起自己的兴趣和事
业能合为一体，吕松洛就很感谢
10年前那个奋战高考、为梦想打
拼的自己。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秀 杨雪梅

今年高考， 长沙将设考点
32个， 共有5.5万余名考生参加
考试。 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了
解到， 该局已于近日下发高考
安全保卫工作实施方案。

考试期间，交警部门将在
各考点学校周边道路增派执
勤警力，及时疏导送考、接考
车辆，确保师生、家长出入畅
通安全；考试期间，将对考点
学校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严格执行机动车禁鸣令。对集
中送（接）考车辆，交警部门将
逐车开展安全检查，防止不合
格车辆参与集中送（接）考；对
规模较大的送、 接考车队，必
要时将安排警车引导，确保安
全、畅通。

同时，交警部门将牵头开展
净化考点周边环境交通整治专
项工作，6月5日至8日，组织警力
深入各考点及周边地区，全面排
查交通乱点，会同有关部门清理
整治违规占道、黑车经营。

长沙公安机关人口与出入
境管理部门将为高考考生办证
开辟绿色通道，及时为高考考生
办理好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明。
同时还将积极配合教育部门做
好考生身份审查工作，及时查处
伪造身份证件、冒名替考等违法
行为； 严格执行有关户口迁移、
变更民族成分的政策和规定，对
涉及考生的户口迁移、变更民族
成分的，严格审核把关，防止利
用非正常户口迁移和变更民族
成分投机高考的行为。

特巡警支队将加强考点周
边的巡逻防控，考试期间将在城
区15个考点各安排1台警车和2
名特警武装执勤，一旦接到涉及
高考安全的求助报警，将在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迅速处置。

■记者 龚化 通讯员 胡喆

5日，记者获悉，为迎战今
年的高考， 永州市各级各有关
部门采取了多项过硬措施。

永州市人民政府颁发了
《高考和学考期间加强考点学
校周边环境治理的通告》：高考
期间， 严禁考点学校周边燃放
烟花爆竹、播放高声音乐，考点
学校周边的网吧、 娱乐场所停
止营业， 考点周边的建筑施工
单位一律停止施工。

临考前夕， 永州市教育局
印发了3.5万封《致考生的一封
信》和《致考生家长的一封信》，
加强对考生考前提醒。组织学校
和高三班主任、任课教师对考前

一周、进入考场、考试后等不同
阶段考生应当注意的事项，进行
了认真研究梳理，提醒学生注意
应考细节。市教育局还对全市高
三学生组织开展了考前心理辅
导，让考生调节好应考心态。

5日，由永州市交通运输管
理局、市城市客运管理办公室、
市共青团永州市委、 永州市文
明办等多部门联动爱心人士、
爱心企业发起的“爱心护考 绿
色让行”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
在高考期间出动上千台车次免
费接送高考考生。
■记者 黄海文 实习生 黄志刚

通讯员 李正华 艾志飞

本报6月5日讯 离高考只
有一天的时间了， 根据省教育
考试院的安排，6月6日下午将
开放考场并进行一次安检，这
是对安检工作进行一次演练，
主要是让考生熟悉安检流程和
要求，调整好心态，提前适应。

安检时间从每科
开考前35分钟开始

为使安检快速、顺利进行，
今年安检时间从每科开考前35
分钟开始， 请广大考生积极配
合，按规定有序接受安检。特别
要提醒考生，要轻松参考，不要
随身携带与考试无关的物品进
入考室， 尤其是不要携带违禁
物品包括各种通讯工具、 电子
设备、 各种智能穿戴设备、饰
品、手表及其他计时工具等，以
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影响考
试情绪。此外，每个考室都统一
配置了挂钟， 但挂钟时间指示
仅供考生参考， 考试时间一律
以考点的统一信号为准。

在组考中， 考务人员将认
真细致地进行考生身份核验，
对考生的身份证采用第二代身
份证阅读机进行核验， 防止通
过伪造身份证实施替考作弊行
为的发生。

省教育考试院告知广大考
生， 只要持自己的真实身份证
参考， 只管放心考试， 不必紧
张，不必担心。身份证核验有一
整套程序保证核验工作严谨、
有序，不会出现漏验、错验的现
象，也不会影响考生考试。在这
里要提醒广大考生， 一定要切
记携带身份证等有关证件，以
免影响顺利参考。

杜绝失密泄密
试卷安全多重保险

为落实省委、 省政府及省
教育厅“保平安、保质量、保公
平”和“零差错、零事故”的总体
要求， 我省坚持以强化责任为
重要抓手，进一步完善机制、落

实措施、规范管理、优化服务，
坚决杜绝失密泄密、 大面积有
组织舞弊等安全事故和重大工
作差错的发生。

首先就是加强试卷安全保
密。切实抓好试卷运送、保管、
分发、 回收等试卷流转全过程
的监管， 加强对涉密场所及相
关人员的监控。 严格执行保密
室试卷保管“双人双锁”、24小
时值班、 保密人员出入检查登
记、 视频监控6小时回放等制
度。同时，采取人技联防、一岗
多控等手段， 给试卷安全加上
多重保险。

今年， 我省高考全部安排
在升级后或新建的国家教育考
试标准化考点进行。 要求各地
考前对考点设备进行全面排
查、运行调试和维护，确保各项
设备配置到位、运行良好。考试
期间，将充分运用视频监控、安
检、无线通信屏蔽、考生身份核
验等技术手段， 对考试实施重
点部位实行全时段、 全过程监
控。考试结束后，还将组织审看
全省所有考室的监控录像，对
发现的违规行为一一认定，依
法依规严肃处理。

高考巡视组分赴
14个市州巡视督查

考试期间， 省教育厅将派
出由厅领导带队的巡视组分赴
14个市州进行巡视督查， 派出
省级督考员到一些考区、 考点
进行定点督考， 并组织若干个
暗访组随机进行“暗访”。还将
主动组织中央和省内主要媒体
记者分组随机进入考点进行舆
论监督。

今年继续向社会公布违规
举报热线电话（省教育厅举报
电 话 为 0731-84720554、
84714915，省教育考试院举报
电话为0731-88090301），安排
专人值守，确保申诉渠道畅通，
及时处理考生和人民群众反映
的问题， 尽力满足考生和家长
的合理诉求。 ■记者 贺卫玲

今天下午开放高考考场、演练安检
省教育考试院：阅读机对考生身份证进行核验，防替考作弊

护考·永州

出动上千台车次免费接送考生

护考·长沙

“十年寒窗，百炼成钢，决战高考，高三加油！”6月3日，永州市蓝山二中高一学生为高三考生加油、鼓劲。 梁利 摄

考点周边严格禁鸣
考生办证有绿色通道 “感谢10年前

奋战高考、追梦打拼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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