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6.8��星期四 编辑 张允
图编 杨诚 美编 禹元杰 校对 苏亮

A05

本报6月7日讯 今天是
高考第一天。 对于怀化市一中
考生向绍鹏来说， 今年这场高
考是他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
一次特殊考试。

一个人的考室，一个人的战
场，对向绍鹏而言，这是之前没有
预料到的。这一切，源自6日上午
的那场意外：因为家里的地板砖
沾了水非常湿滑，向绍鹏一不小
心重重摔倒在地，到下午4时许，
向绍华的脚越来越肿。

此时离怀化市一中考场模
拟演练仅剩半个小时。 向绍鹏
的母亲赶忙向班主任邓高华老
师请假，邓高华告诉他们，一定
要来考点模拟演练熟悉考场，
以防7日正式考试出现问题。于
是， 父亲赶紧背起向绍鹏乘坐
的士赶往一中考点。

向绍鹏按程序经过了安
检、听力测试等环节，可是坐在
座位上就受不了， 肿胀的脚使
他不得不频繁站起来， 这可急
坏了邓高华。 邓高华立即向考
点办公室报告了情况。

鹤城区教育局招考办负责

人廖家旺带人来到考室， 查看
向绍鹏的伤情。 看到向绍鹏伤
情严重， 大家认为考生因为疼
痛频繁起立， 不仅影响到他人
考试，而且还有违纪舞弊风险，
将影响到向绍鹏考试。 经批准
后， 为向绍鹏单独安排标准化
备用考室， 并抽调两名老师专
门为其监考。一切安排妥当，邓
高华陪向绍鹏到了怀化市中医
院进行治疗。

6月7日6时许，邓高华来到
怀化市一中门口等待考生的到
来， 为摔伤的向绍鹏担心。7时
许， 邓高华等来了趴在爸爸背
上的向绍鹏， 邓高华叮嘱：“绍
鹏，加油！要放轻松！” 向绍鹏走
进了专门为他准备的一个人特
殊考场， 鹤城区招考办还安排
了医生在考点值守。

“这是一次宝贵的人生体
验， 我希望自己考上理想的大
学，将来回报父母、老师以及护
航高考的叔叔阿姨们。”高考首
日结束后，向绍鹏感动地说。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邱承 杨劭熠

“励志男孩”刘雨晴
“高考是每个人怀揣梦

想、 开启精彩人生的转折点。
我要用我的坚毅书写‘雨过天
晴’的新篇章。”6月7日，在祁阳
二中考点340考室，29号考生刘
雨晴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因小时患痉挛型脑瘫导
致运动神经损伤，刘雨晴行走
不便，手臂乏力，常人轻轻松
松能完成的书写，对他来说是
“挑战”。每次写字，他右手执
笔，单手无力移动，得依赖上
身转动、 左手助推才能完成。
刘雨晴因此享受到了今年高
考特殊政策，经审批，他每科
考试时间可延长30%。

虽然身体残疾， 但刘雨晴
却乐观自信。高考考室编排中，
他本可以选择单设考室考试，
但他谢绝了。他说，他更愿意与
正常考生一起“同场竞技”。

刘雨晴酷爱读书， 勤奋努
力。读高一、高二时，他不要家
人陪读，在校寄宿，生活自理。
他的班主任胡超文老师感触最
深的是，他不仅学习刻苦，还积
极参与各项班级活动。考前“点
燃高考正能量”主题班会中，刘
雨晴以自身的经历阐释“我自
信我坚强”人生理念，成为全校
师生心目中的“励志男孩”。

对3年高中生活，刘雨晴心
存感激。学校特批让他到教师
食堂就餐，避免了拥挤；他每
年还享受政府助学金；上下教
室楼梯时，总有同学伸出热情
的双手相扶。他要带着这份感
激拼搏人生，回报社会。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新春 刘朝晖 艾志飞

本报6月7日讯 在历年高
考前，甚至就是在开考当天，总
会有个别考生因为一时大意丢
失身份证， 或身份证失磁而不
知晓， 导致进不了考场而向公
安机关求助。

高考的前三天，宁乡就有16
名学生心急如焚地赶到宁乡县
公安局人境大队服务窗口申请

办理加急证件。宁乡县公安局人
境大队和行政审批科一方面迅
速安排工作人员为考生采集相
片、受理信息、采集指纹等，一方
面及时与市局制证所联系，为其
优先制证。最终在6月6日，高考
的前一天，16张加急证件已全部
顺利地发放到了考生家长的手
中。 ■记者龚化 通讯员 樊华

78岁的肖光恒老人也是送考
大军中的一员，天气较热，怕家人
担心，他“偷偷”瞒着家人来到考
场门外，为参考的孙子加油鼓劲。
他还准备了水果、饮料等，想等孙
子考完后，给他一个“惊喜”。

肖光恒老人透露，他1957年
被分配到湖南一家科研机构工
作，他的儿子1987年从雅礼中学
考上湖南大学，如今也和父亲在

同一个单位工作。30年前， 儿子
参加考试的时候，他也曾经为儿
子送过考；而30年后，他的孙子
也再次从雅礼出发， 为理想而
战。说起送考的变化，老人回答：
“现在送考的人多了好多， 考生
的压力也很大。” 不过， 即便如
此，老人还是倍感自豪。因为他
的孙子成绩优秀，每年都能拿到
学校的奖学金。

旗开得胜！旗袍妈妈“组团”送考
考场外扫描：心理辅导团上阵，老爷爷为小孙子鼓劲

和往年一样，6月7日这天，考场内外上演了许多故事。这些
故事的主角既有考生本人，也有他们的父母家长，还有来自社会
各界的爱心人士。特殊考场里考生努力挥笔解答试题，穿上旗袍
的妈妈和老师向学子们传递着“旗开得胜”的信念，由心理辅导
者等组成的爱心护考团助力紧张焦虑等心理状况疏导， 古稀老
人来到考场外为孙子加油鼓劲……每个故事都满溢着时代的温
情。

高考不是考生“一个人在战
斗”，家长也成为强大的后援团。
记者6月7日在长沙市一中、雅
礼中学、明德中学、麓山国际实
验学校、长郡中学等多个考点外
都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送
考的妈妈偏爱穿旗袍，希望以此
祝福孩子在考场“旗开得胜”。上
午7点50分，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外，一群考生妈妈身着各色曼妙
旗袍前来送考， 面对记者的镜
头 ， 大家很配合地摆出各种
POSS。家长朱女士笑言，穿旗袍
送考的活动是家长群里的妈妈
发起的， 然后得到了很多人响
应。提前半个月，妈妈们就在购
置自己的旗袍。有些妈妈怕购买
的不合适， 还特意去订做了一
套。“我们平常几乎都不穿旗袍，

身材也不那么好看，但这次为了
孩子豁出去了。”朱女士认为，除
了寓意“旗开得胜”，更重要是给
孩子传递一种自信：“微胖界”的
妈妈们都敢把旗袍穿上身，你们
在考场还有什么好怕的。

穿旗袍送考的除了妈妈，还
有老师， 明德中学高三语文老师
向红就是其中一位。 当她一袭美
丽的旗袍出现在考生面前时，不
少考生给予了掌声和欢呼声。向
老师也说， 自己是特意穿上旗袍
来为班上的孩子们加油的。“虽然
孩子们的成绩最终与妈妈和老师
穿没穿旗袍没关系， 主要还是平
时勤奋努力与个人心理素质稳定
的综合体现， 但这份满满的心意
还是让人感动。”考场外，“旗袍送
考团”成了一道美丽风景线。

送考流行穿旗袍，寓意“旗开得胜”

从某种程度上说， 对高考考
生而言，考场也如同战场，风云莫
测，需要实力、毅力和勇气。6月7
日下午， 在今年的新考点———长
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考点， 家长
们别出心裁地使用了二战时期著

名的海报标语“keep�calm�and�
carry�on”（保持冷静 继续前行）
为孩子们加油打气。 家长张先生
说，三年寒窗磨砺已经胸有成竹，
坦然面对高考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场才会功到自然成。

考场如战场，家长引用海报标语送考

“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忘记
带水了，可以拿一瓶水喝吗？”在
雅礼中学考点外，一名神色紧张
的考生向身穿红马甲的“爱心护
考”志愿者询问，志愿者的回答
是“当然了。”这个“爱心护考”团
队由长沙天恩辅仁志愿者组织
主办，共由80名成员组成，守候
在长郡中学和雅礼中学两个考
点外。 团队的志愿者包括大学
生、医生、企业管理者等来自各
行业的人士。

“爱心护考”团队的发起人路
德介绍，所谓“爱心护考”，主要对

考生在入考前出现紧张、 焦虑等
情况进行减压等心理援助。 首先
是辨析考生是急性的焦虑发作，
还是由于血糖低引起的， 根据不
同的情况对其进行援助。

“爱心护考”还为高考学生准
备了水、藿香正气水、高渗糖、降
压产品、 医疗器材等。“不仅仅是
对考生进行心理援助， 对家长的
心理援助也很重要。” 路德表示，
在现场志愿者团队也为有的焦虑
家长进行心理援助。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杨雪梅 林斐婧 陈秀

80名志愿者“爱心护考”

30年前为儿子送考，30年后为孙子送考

6月7日上午，湖南师大附中考点外，考生妈妈们身着旗袍造型留影，祝福学子旗开得胜。 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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