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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加油共度这场大考

新 乡

我
们
和
你
在
一
起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师喆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斩荆
棘，考场扬意气。”6月 7日，高考第一天，郑
州市第一零一中学考点外，河南圆方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的爱心助考点一早就拉上了为
考生加油鼓劲的横幅。这里为考生和家长
准备的除了矿泉水，还有消暑解渴的菊花
茶、茉莉花茶。

安安静静的考场内，学子们奋笔疾书。
校园里，无线电监测车“虎视眈眈”，为

高考公平保驾护航。“它可以对考场周围所
有在用的无线设备实现覆盖，一旦发现可疑
信号，一方面进行压制阻断，一方面找到发
射源，防止出现高科技作弊。”郑州无线电管
理局一名多次参加高考无线电监测的工作
人员表示。

和他们一样在烈日下坚守的，还有医务
人员。他们带着急救设备和药品在校园里
全天候“蹲点”，细致入微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应对突发状况，全力保障考生健康。

考场外，交警在汗流浃背地维持秩序、
指挥交通，有位交警还当起了“心理医生”帮
助考生家长缓解焦虑情绪。高考期间，交警
部门不仅在考点附近加派警力疏导交通，还
增派骑警骑摩托车巡逻，随时为需要帮助的
考生提供服务。

郑州交警七大队的李培尧说：“语文考
试前有位考生身份证找不到了，警察骑着摩
托车一会儿就给他补办回来了。”他指着对
面的警察说，帮考生补办身份证的就是他
们。他们正汗湿衣衫随时待命，接到需要帮
助的指令就会第一时间飞驰而去。

今年我省以报名点为单位，按照就地就
近原则随机编排考场，考生大多在就读学校
考试，考点外陪考的家长不是很多。

“希望孩子不要有太大压力，能以平常
心对待高考。”考生王一帆的妈妈说。

“孩子，辛苦了。”一位考生刚出考点大
门，妈妈就跑过去给他撑起一把遮阳伞。

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关爱，一起为青春
梦想护航，也合力擦亮了我省“和谐高考”

“平安高考”“人文高考”“诚信高考”“公平高
考”的品牌。③5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任娜）“叔叔，我俩的身份证
都忘带了可咋办啊？”6月 7日 8点多，新
乡市第三十中学考点，考生们已陆续进
场，却有两名考生一路小跑来到执勤民
警身边，焦急地说。

两人的家都在距考点七八公里

的地方，早高峰车流量很大，打车来
回肯定耽误时间。执勤民警当即决
定与同事一人负责一名考生，并通过
对讲系统协调交警支队指挥中心一
路绿灯，最终仅用 15 分钟便拿到身份
证赶了回来，使两名考生顺利进入考
场。③7

本报讯（记者 冯军福 李倩 师喆）这个夏天，青春绽放。6月 7
日，河南日报联合河南省教育厅以及顶端新闻、大河网、河南商报
在河南省实验中学考场外，进行“马拉松式”现场直播，全程记录

2021年高考故事。截至当天 18：00，各直播平台累计观看人数
约165万人次，众多网友在直播间留言互动，为今年的高考学子加油。

这场慢直播全程两天，共20个小时，很多网友在直播间静静守候、
默默祝福。一位河南网友留言，自己在杭州回不来，女儿在河南省实验

中学参加高考，她一直在直播间默默观看，为女儿加油打气。
河南考生、时代少年团队长马嘉祺的粉丝后援团也进入了直播间。“马嘉祺，高考

加油”“祝全体高三学子金榜题名”……粉丝们纷纷喊话，向偶像刷屏表白的同时，
也给广大考生送去祝福。③5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李点
师喆）6月 7日，高考第一天，省领
导深入郑州市考点检查高考工作，
看望慰问奋战在高考工作一线的
工作人员。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济超
在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郑州市实
验高级中学考点，仔细查看了专用

防疫通道、考务办公室、视
频监控室、备用隔离考场

等场地，详细了解
各部门协作、试卷

分发、安全保
密 及 考 生 身

份验证等相关情况，叮嘱考务人员
要细之又细做好考务工作，为考生
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他强
调，要落实落细高考防疫举措，加
强对考试全流程的管理管控，以高
度责任感做好考试安全、考生服务
等各项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严举
措确保高考平安有序、公平公正。

副省长、省招委主任霍金花在
省招办和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
中学、郑州市第 101中学考点，认
真查看了视频监考、无线电监测、
试卷保密、疫情防控等情况。她强
调，要始终做到高标准、严要求、不
松懈，统筹做好考试安全、疫情防
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要注重全流程细节管理，确保考试
平稳有序、公平公正；要坚持考生
为本，努力营造温馨和谐环境。大
家共同努力，全力以赴实现“四不、
四保”平安高考工作目标。

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在郑州
市回民高级中学、郑州市第七初级
中学考点，认真查看了疫情防控和
视频监考情况。他强调，河南是高
考大省，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风
险意识、压实各方责任，以最高标
准、最严要求、最优服务做好高考
组织和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确保高
考平稳顺利进行。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6月 7日，三门峡市“爱心送考”车队的私家车车主水长
江，一大早就来到考生张晓雪的楼下，等待送她去考
场。

“你看，前面系着绿色丝带、贴有爱心贴的
车辆，都是志愿者开的‘爱心送考’
车。”水长江说。

张张爱心贴，满满为民情；
条条绿丝带，温暖天鹅城。高考
期间，三门峡市共有600多辆出
租车、数百辆私家车为考
生提供送考服务。“爱心送
考”车辆上绿色丝带随
风飘扬，生动诠释了

“奉献、友爱、互助、
进 步 ”的 志 愿 者 精
神。③6

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公平公正

忘带身份证 警察来帮忙

“绿丝带”轻扬天鹅城三门峡

慢直播引关注
网友热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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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6月 7日电 2021年高考语文试卷
作文题共 9道，其中 4道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分为
全国甲卷、全国乙卷、新高考Ⅰ卷、新高考Ⅱ卷。天津、
上海、浙江各命制1道，北京命制2道。

今年的作文命题有哪些特点？透露出怎样的教
育“风向标”？“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多位权威教育专
家进行解读。

教育专家解读
2021年高考作文

□本报记者 李倩

6月 7日凌晨 4时，“的
哥”刘朋卫像往常一样出
车了。此时的他心情有
些复杂：女儿高考，他没
有像其他家长那样去
蹲守“陪考”，“她昨天还
给 我 打 电 话 ，让 我 放
心。”

不去陪考，会不会遗
憾？刘朋卫摇摇头，“这也是在
锻炼孩子的承受力，培养坚强独立的

性格，未尝不是件好事。”
12时，郑州室外温度接近

40℃。刘朋卫仍在奔波揽
活儿。“如果在路上遇到
考生了，我一定会免费
送。”谈及为何会免费接
送考生，他说，“作为出
租车司机，送考生也算
是发挥个人的力量吧。”

下午 5 时，刘朋卫按
时交完班，立刻给女儿发去

微信：考得怎么样？女儿回他：
你不能问……③7

暖心故事

不陪考的“的哥”郑 州

@钱江怪：
看得热泪盈眶。祝你们
顺利通过高考，给自己的
未来寻找精彩的“答案”。

@栖与星光同样浪漫：
郑州天气炎热，为高考
保驾护航的每一个人都
值得尊重！

@hyb：
我儿子是今年 1078 万
名考生之一，正在考场
全力以赴！

@心戒净尘：
祝莘莘学子取得好成绩。

@子游0371：
高考就是成人礼，祝旗开
得胜。

□本报记者 冯军福 史晓琪 李倩

高考第一天，社会关注度最高
的仍是高考作文。今年的高考作
文难不难？立意是什么？得分点
在哪里？6月7日考试结束后，河南
省实验中学语文名师为大家进行
了解析。

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语文组长
张定勇说，作文考题从青年学生特
点入手，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目的，
注重挖掘传统文化，引导考生树立
正确理想，是一道不错的考题。“作
文命题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浸润功
能，利用重‘义’的传统文化感染学
生、影响学生，引导学生提升道德品
质、厚植家国情怀。命题人引用扬
雄的小故事，以‘弓矢的’设喻，考生
易于理解，都有话可说。”

该校高三语文备课组长张云
佳也表示，作文题目总体来讲难度
不大。与去年相比，今年高考作文

要求学生能够正确理解材料，尤其
是 考 查 学 生 对 于 传 统 文 化 的 理
解。材料强调的“古人常以比喻说
明对理想的追求，涉及基础、方法、
路径、目标及其关系等”，又引入扬
雄的一段话，只要不断加强修养、
端正思想，并将“义”作为确定的目
标，再付诸行动，就能实现理想。

“如何追求理想、对于‘义’的理解
是答题的关键。”张云佳说。

“义是正义、道义，也是国家
大义。”张云佳说，考生应该把道
义准则和国家大义作为答题的立
意所在。材料中还要求考生结合
对自身发展的思考写文章，考生
答题时不能说得太
空，不能大而泛之
谈理想，应从自身
发展的角度，把个
人理想、道德准则
和国家大义结合起
来。③7

作文难不难 名师这么说

图① 6月 7日 11点 30分，郑
州市第一零一中学考点考生在欢
声笑语中走出考场。⑨6本报记
者 聂冬晗 摄

图② 夏邑县斑马应急救援队
志愿者将右脚骨折的考生刘柯聪
提前抬进考场。⑨6 苗育才 摄

图③ 郸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工作人员在考场外送水。⑨6
孙北平 胡舒彤 摄

图④ 新乡市残疾人志愿服务
队的志愿者爱心送考。他们已连
续 10年护送 5000 余名考生进入
高考考场。⑨6 赵云 摄

图⑤⑤ 6 月 7 日，在郑州市第
四十七中学考场外，家长翘首期
盼。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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