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1.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心华校区是考生人数最少的考点，
虽然人数少，但各项工作可不少。
目前，该考点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心华校区考点负责人介绍，该考
点共有270名考生，设立14间
考室及3间备用隔离考室，学校
设立了考务组、防疫组、后勤组、
保卫医疗组、试卷接送保密组等
7个工作小组，落实各项考务准
备工作，开展了两轮考务工作全
员培训。考点设立“考生正常考
试通道”“监考员专用通道”“隔
离考生专用通道”和“考卷运输
专用通道”，执行全方位监控。

由于考生均为社会考生，为
保障考生及时了解并按照广东
省2022年普通高考防疫工作指
引做好考前准备，学校设立了沟
通小组，点对点与270位考生取
得联系，传达考前14天不离珠
的防疫要求，并指导和监督考生
自高考前14天进行健康申报，
保障所有考生“应考尽考”。

2.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
校香洲校区作为备用隔离考点，
有什么作用？做了哪些准备？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香洲校区教务处主任傅旻介绍，
为实现“应考尽考”目标，因疫情
防控需求居家隔离的非密接、非
次密接考生，封控区内非密接、
非次密接考生及管控区考生，无
法到原考点正常参加考试，将由

市教育局会市卫健局研判考生
具体情况，转运至“备用隔离考
点”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香
洲校区参加考试。

目前，该考点已按要求完成
试卷保管室建设、人脸识别设备
及金属探测仪设备应用、信号屏
蔽仪测试等安全保密工作。考
点共设普通隔离考场5间、特殊
隔离考场1间，每个普通隔离考
场仅安排4名考生，考生座位间
隔近4米，有发热等特殊症状的
考生，经研判后安排在特殊隔离
考场，特殊隔离考场仅安排1名
考生。考试当天，考生由相关部
门负责接送到校后，通过事先规
划好的相应路线进入指定考场，
考点配备医生、护士、实时消杀
员等多名防疫工作人员，全程

“护航”高考，确保考生顺利应考。

3.中大五院作为医院考点，
做了哪些准备？

中大五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医院目前暂启用了新冠凤凰山
病区的3间病房，2间作为考试
间，1间作为试卷消毒间。目
前，已布置好考场、监控、并做了
演练；负压救护车接送医护、病
房医护、信息、考务、防疫副主考
等人员也都做好了应急排班，随
时做好启用准备。

此外，新冠凤凰山病区共
有300张床，每个病房都设置
了监控，如需紧急启用，能够满
足需求。

有关考点的几个热点问题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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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实验中学金湾学校（以下
简称“省实金湾学校”），记者探营时看
到，该考点已进入最后的考场布置及
设施检查阶段。今年，该考点开设62
个考场，迎来本校及珠海市第一中
学平沙校区考生共1626人。

省实金湾学校根据统一工作部
署，进行了2022年高考疫情防控应
急处理模拟演练，相继进行了学生出
入考场演练和试室病例处置演练。

通过演练，考场相关人员不仅在操作
上对高考疫情防控应急的工作流程
建立了更清晰的了解，也在思想上增
强了认知，确保高考期间该考点的各
项防疫工作，在应对突发情况时能做
到有序、高效、精准。

记者了解到，该考点所有考生均
已按照相关考试要求，提前自主做好
14天健康监测工作；各考场也已严
格落实晨午晚检与消毒通风任务要

求。根据最新统计情况，该考点所有
考生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暂无考生粤
康码呈红、黄码、无考生处于封控区
或管控区内、无考生从中高风险地区
或重点关注地区返珠。

同时，该校还为考生制定了详尽
的送考方案，确保每一位考生顺利赴
考。高考期间，每层宿舍安排一名班
主任和宿管员，为考生提供叫醒服
务。同时，每栋宿舍配有洗衣房，免

费为学生提供洗衣、烘干服务。此
外，学校还在宿舍外精心布置了祝福
宣传栏，营造温馨住宿氛围，暖心助
力学子高考。

对于外校前来赴考的考生，该校
则开放了报告厅供考生中午休息。
同时，该校饭堂也将为外校考生同步
提供营养午餐，为考生创造优质、放
心的考试环境，营造良好的考试氛
围，助力考生发挥出最佳水平。

广东实验中学金湾学校：

布置祝福宣传栏 暖心助力学子高考

又是一年高考季，正是青春圆梦时。2022年普通
高考于6月7日至9日举行，我市12004名学子将走进
考场，迎来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今年，全市共设市一中、市二中、斗门一中、市实验中
学等10个普通考点，424个普通考场，50个备用隔离考
场。其中，一职学校心华校区和理工学校斗门校区2个
考点为社会青年考生专用考点，与在校生分开考场。

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要求，今年
另设医院考点1个、备用考点2个、备用隔离考点1个，
共有72个考场。此外，设隔离酒店考点4个，共20个
考场，做到“应考尽考”。

6月5日，珠海传媒集团记者分多路探营高考考
场。从采访中获悉，我市各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
绪，各考点于5日、6日期间开放考点供考生“踩点”，提
前熟悉考场。

统筹：本报记者 张景璐
采写：本报记者 宋雪梅 张景璐 吴梓昊 甘丰恺

实习生 余沁霖
摄影：本报记者 朱 习 吴长赋 吴梓昊

珠海市第一中学考点有81个考
场，其中包括普通考场73间，备用考
场4间，备用隔离考场4间，高考当天
将迎来2149名考生，其中珠海市第
一中学1255人、珠海市第一中学附
属实验学校673人、珠海市艺术高级
中学217人、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4
人。

记者在学校正门口看到，考场分
布图等信息清晰明了，校门口有5条
高考入校通道。“今年，学校开设3个
校门供考生进出，设有集体通道和个

人通道。其中，珠海市第一中学附属
实验学校的考生集体从东门进入学
校，珠海市艺术高级中学的学生集体
从正门进入学校。在分散人流的同
时，提高了进校效率。”珠海市第一中
学副校长杨金燕介绍，珠海市第一中
学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住校生，其余走
读生将和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4名同
学可从任意一个校门的个人通道进入
学校。此外，该校首次搭建长达300
米的风雨棚，为师生“保驾护航”。

6月5日上午，该校高三年级的学

生迎来了高中时期的最后一堂课，杨金
燕走进教室，为同学们加油鼓气。“高三
最后一堂课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布置考
场，5日完成全部考场最终布置工作和
检查工作。”杨金燕说。

“鱼跃龙门”“鸿运当头”“金榜题
名”……这是高考期间，珠海市第一
中学饭堂为考生准备的营养餐。杨金
燕解释道，“鱼跃龙门”是清蒸鲩鱼，

“鸿运当头”是西红柿炒蛋，“金榜题
名”是虫草花乌鸡汤。“高考期间，我们
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同时，加大了对考

生的营养补给，并为每一道菜都取了
‘吉名’，希望能为考生带来好兆头。”

目前，该考点已经完成考场布置
的安排和分布图的绘制，所有考试及
其他相关区域含普通考场、备用考
场、备用隔离考场、监考员专用通道、
试卷运送通道、考场外走廊、考务办
公室等实现监控全覆盖，考场设有信
号屏蔽设备，学校还配备了饮用水、
考务用品、钟表、防疫和消杀用品等
物资。记者了解到，珠海市第一中学
考场“踩点”于6月6日上午进行。

珠海市第一中学：

为考生推出营养餐 菜名个个好意头

今年，斗门区的高考考点增至3
个，分别是斗门一中、华中师大附中
和理工学校斗门校区。全区共有
2889人报名考试，其中斗门一中、和
风中学共1833人在斗门一中考试，
华中师大附中、田家炳中学共725人
在华中师大附中考试，新盈学校和社
会青年共331人安排在理工学校斗
门校区考试。

5日上午，记者在斗门一中看
到，高一和高二的同学们正在布置
考场并有序离校，而高三的同学们
正在进行核酸检测并抓紧时间复

习。在高三课室里，墙上贴满了各
种加油鼓劲的标语。“高考必胜”

“人生不言弃”……励志而充满激情
的话语，成为考生们的铿锵誓言。

“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并不
会太紧张。”高三（23）班学生谢炎锋
表示。

作为斗门区最大的考点，斗门一
中共设立了68个考场（含6个备用考
场）。斗门一中校长袁长林介绍，该
校制定了防疫、应对特殊天气等应急
预案，并对校园的供电、供水线路进
行了全方位“体检”，对监控设备、广

播系统等进行全面调试，确保考试期
间正常运行。

斗门一中还推出了多条暖心高
考举措。“我校有80名走读生与6名
考试期间住酒店的学生，相关部门已
经安排5辆车停在校门口备用，一旦
出现堵车等情况，将第一时间启用绿
色通道，服务这部分考生。”袁长林表
示，高三（4）班有位同学行动不便，该
校还专门安排了物业员工接送其往
返宿舍和考场。

为应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恶
劣天气，斗门一中准备了100多顶

帐篷搭建风雨长廊，连接候考室与
考场、东门与考场，还准备了90把
雨伞、2400件雨衣，必要时确保考
生每人一件雨衣。在餐饮方面，食
堂专门制定了高考营养健康菜单，
中餐和晚餐给每位考生送一份荤
菜，考生可自主选择鸡腿、鸡翅或
者其他肉类。

此外，为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
考试环境，斗门一中还对校园里的一
条排洪渠进行“截流降噪”处理，采用
引流、铺帆布等方式，想方设法降低
水流噪音。

斗门一中：

搭建风雨长廊 降低排洪渠噪音

记者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
属高级中学的校园里感受到，除了高
考倒计时牌以及为考生们设计的加
油展板之外，“安静”成为了校园的主
旋律，平静备考，努力拼搏，这也是校
方对高三学子的期许。

作为高新区高考考点，该考点共
设53个普通考场、6个备用考场，共
有1551名考生在该考点考试。其
中，北师大珠海附中（本地生）753人、

北师大珠海附中（新疆生）165人、青
鸟北大实验学校549人、北京师范大
学珠海分校附属外国语学校84人。

北师大珠海附中根据相关要求，
落实落细组考防疫各项要求，切实保
障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做好考点
环境消杀，对考点周边及公共场所等
进行全面清洁和消毒；做好供电保
障，确保考试期间供电正常；做好高
考舆情管控及应急处置工作，提高应

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舆情突发事
件；做好考点环境综合治理，为考生
营造安静、舒适、有序的考试环境；做
好考前健康监测和人员管理，及时、
准确掌握考生及考试工作人员的动
态情况。

日前，北师大珠海附中已完成了
分布式预警核酸筛查，对共同居住人
14天内有外出史的师生、全体走读
生、全体后勤员工、各部门35%的教

师、高一6个班、高二6个班做到“应
检尽检、不漏一人”。

目前，北师大珠海附中已完成了
考务准备工作，信息保障工作全部到
位，后勤保障工作均已就绪，防疫工
作按计划推进落实，同时制定了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做好考前演练，建立
高考期间走读生管理台账，以高标
准、严要求和周密的安排做好考点的
各项准备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

轻装上阵 全力迎接高考

我市各高考考点准备就绪
12004名考生参加考试，今日可前往考场“踩点”

北师大珠海附中高三学生开展考前防疫演练。

珠海市第一中学考场布置。

珠海市第一中学校门口考试横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