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志林表示，高考踩点最重要的是规划好出行
路线，以及提前熟悉考场，并计算好路上需要花费
的时间，预留出充足时间，以免慌忙进场影响考试
心态。“虽然多数考生都是由学校统一接送，但也有
部分考生从家里出发，或者在考点周边住宿，这些
考生一定要规划好出行路线和时间。”黄志林说。

黄志林建议，考生要提前熟悉考点周边的交通
情况，了解从住址到考点有哪些公交车和班次时

间，并选择可以在固定时间内到达考点附近的交
通工具。同时要预留充足的时间，以防其他意外情
况造成的延误。家长开车送考的，也要提前沿着赴
考路线走一遍，计算好路上需要花费的时间。6月
7、8日是正常工作日，送考时要考虑到上下班高峰
期的交通拥堵情况，尽量提前出行，错峰出行，提前
到达考点。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记得向交警等部门
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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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每年高考前，“踩点”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看考场可不是走过场，这里边有讲究。尤其是今年高考期间台风来袭，强风雨可能会给考试带
来一定影响，提前踩点做好准备，就显得更加重要。记者昨日了解到，海口的9个考点，将于今日9时至15时向考生开放。但是，因为准备情况和工作安排
不同，开放时间可能提前或适当延长，建议考生尽量选择在上午或者中午时分前往学校踩点。此外，考场的钟表、风扇、空调等设备已经调试好，考场已封
场。因此，多数考点只开放考点不开放考场。各考点负责人提醒考生，踩点时除了找到自己的考场，要多留意周边的交通和饮食情况。 记者林文星

海南中学初中部
（文史类、全市体育类综合考点）

踩点时间：今日9时至15时
考生人数：991人（共设34个考场）
考生学校：海南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海南省

国兴中学、海南海政学校、海南昌茂花园学校、全市报考
体育类的考生。

遇强降雨允许送考车辆
直接开到教学楼

该考点相关负责人表示，今日9时至15时考生可
踩点，但同样无法进入考场，只能在考场外边查看。为
了应对高温天气，该考点准备了饮用水供考生饮用，同
时配备了专业医护人员和备用药物，考场内的风扇也都
全部检修完毕。该负责人提醒，高考3天，该考点食堂
不对外开放，建议考生踩点时留意一下考点周边的餐
饮，提前选择好就餐场所。同时，考虑到高考期间可能
出现的强风雨天气，如考前出现强降雨，允许送考车辆
直接开到教学楼下。学校还准备了相应的雨具，在考试
结束时，可由校警撑伞帮助考生出考场。

2海南中学高中部
（理工类考点）

踩点时间：今日8时至14时30分
考生人数：1612人（共设54个考场）
考生学校：海南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

中学、海南海政学校、海南省国兴中学

将根据考生需要
适当延长踩点时间
海南中学高中部考点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日9时至15时，考生可前往该考点踩点。
不过考场已封场，不能进入考场内部，只能
在考场外观察。同时，将根据考生需要，适
当延长踩点时间，“学校规定时间段内都可
以过来踩点。”该负责人提醒考生，最好在上
午或中午时段前来踩点，“考点周围路段较
狭窄，停车位较少，如果路途不远，考生最好
乘坐学校统一组织的送考车，或者公交车和
爱心送考车；建议家长陪同考生一起踩点，
以便提前规划好线路，找好停车位。”

据了解，海口今年共设9个考点492个考场，与往年相比数量
不变，但设置有所变化。海口旅职校今年将不再作为高考考点，
取而代之的是海南省农垦中学初中部。因此，9个考点分别是：海
南中学高中部、海南中学初中部、海南省农垦中学初中部、海南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第一中学
高中部、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琼山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第
四中学高中部。

海口考区的主考点设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各考点实行
主考负责制，若干副主考协助主考工作。考点设立“七组一室”，
分设考务组、试卷保管组、播音组、视频监控组、保卫组、后勤服务
组、医疗卫生组和考点办公室。

海口考区9个考点中，海南中学高中部设为理工类考点；海
南中学初中部设为文史类及全市体育类综合考点；海南省农垦中
学初中部设为文史类、理工类和全市艺术类综合考点；海南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第一中学高
中部、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琼山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第四
中学高中部均为文史类、理工类综合考点。

海口设9个考点
492个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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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情况一“踩”无遗
海口9考点今日9时至15时开放；可别只是走过场，这些事项要注意

农垦中学初中部
（文史类、理工类和全市艺术类综合考点）

踩点时间：今日9时至15时
考生人数：1252人（共设43个考场）
考生学校：海南省农垦中学、海南枫叶国际学校、全

市报考艺术类的考生

两辆摆渡车待命
积水可协助考生进场

该考点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已
就绪，校内的食堂将对外开放。“外校考生都有各自学校
统一安排，一般不会在考点内食堂用餐，但我们会保障好
公安、交警等考务人员的用餐需求。”该负责人介绍，考试
期间，学校将免费为考务人员提供餐食。农垦中学初中
部地势较低，受台风降雨影响，学校周边路段可能会产生
积水。该负责人介绍，市交通港航局已安排两辆公交摆
渡车随时待命，可协助考生渡过积水路段。此外，如考前
出现强风雨，为避免考生淋雨，考点将会把警戒线后移至
教学口的一楼大厅，在大厅里进行入考点前的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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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师附中高中部
（文史类、理工类综合考点）

踩点时间：今日9时至15时
考生人数：1573人（共设53个考场）
考生学校：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华中师范大学

海南附属中学

抽水车待命，遇积水也不怕
考点负责人介绍，该考点的考生，除了本校高三学

生外，只有华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的考生，届时华
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将有5辆大巴车将考生统一
送至考点，考点内也安排了教师休息室，“考虑到可能出
现的降雨积水问题，相关部门已安排抽水车待命。如雨
势较大，允许华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的送考大巴车
直接开到教学楼下。”同时，高考期间，在电力供应没有
问题的情况下，所有考场都将启用空调。

3

海南侨中高中部
（文史类、理工类综合考点）

踩点时间：今日9时至15时
考生人数：2308人（共设78个考场）
考生学校：海南华侨中学、海口海港学校、海口市体

育运动学校、海口中学

考点外车流量大
建议家长提前找停车位
相关负责人介绍，原则上踩点考生不能进入考场内

部查看。考点外的海秀中路车流量大，日常交通压力较
大，且缺少足够的停车位，“今年侨中作为海口的主考
点，考试学生也相对较多，建议送考家长最好不要开车，
或者提前找好停车位，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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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中高中部
（文史类、理工类综合考点）

踩点时间：今日9时至15时
考生人数：2356人（共设80个考场）
考生学校：海口市第一中学、海口市长流中学、海口

景山学校、单报生

考点每个楼层均设有
饮水机供考生使用

该考点相关负责人称，今日9时至15时考生可前往
踩点。过后，考点将完全封闭并拉起警戒线，进行最后
的布置工作。据悉，为了更好地服务考生，该考点在每
个楼层都设有饮水机供考生使用，考点设有详细示意图
指引考生和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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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
（文史类、理工类综合考点）

踩点时间：今日9时至15时
考生人数：1301人（共设44个考场）
参考学校：海口实验中学、海口市第二中学、海口大

成实验中学

将安排专人为考生做导引
考点负责人介绍，目前考点内各项准备工作已就

绪，在校内显著位置摆放了考场示意图和温馨提示，考
生今日9时后可前往踩点。考试期间，考点还将安排专
人做导引，考生如果找不到自己的考场可随时咨询。有
关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降雨等情况，考点已制定相关应
急预案和措施，保障考试顺利进行。此外，考点周围没
有大型停车场，建议家长提前找到停车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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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中学高中部
（文史类、理工类综合考点）

踩点时间：今日9时至15时
考生人数：1715人（共设58个考场）
考生学校：海口市琼山中学、海口市灵山中学、海南

昌茂花园学校

提供饮品和应急的文具
相关负责人介绍，考点踩点时间为今日9时至15

时，考生可以根据张贴在校园里和走廊里的示意图，找
到自己的考场和座位。考生踩点可以进入考点，但因
为考场内的设备已经调试好，为了防止被破坏，考生不
能进入考场。该负责人表示，学校继续组织志愿者为
考生提供免费的水、饮料等，同时还会为考生提供应急
的文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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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四中高中部
（文史类、理工类综合考点）

踩点时间：今日9时至15时
考生人数：1405人（共设48个考场）
考生学校：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华兴学校、海口山

高实验中学

学校食堂不对外校考生开放
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已提前对风扇、线路、监控等

进行检修，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高考期间，该考点将
为考生准备饮用水、绿豆汤等饮品，但学校食堂仅对本
校师生和考务工作人员开放，不对外校考生开放，建议
考生踩点时留意下附近的饭店，提前找好用餐地方。考
点外没有专用的大型停车场，预计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拥
堵，建议送考家长不要开车前往，或提前找好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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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俱备 高考必胜
考场踩点做到这几点

本报讯 每年高考期间，总有个别考生迟到或者走错考场，耽误考试时间。为避免考试期
间发生意外，提前踩点十分重要。那么，踩点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到考点要关注哪些问题？海
口一中教务处主任黄志林表示，看考场不是走过场，需要了解和熟悉考点周边的交通情况、考
场分布、座位信息、设备试听等细节，以免在考试当天耽误时间。此外，踩点可以增强考生的信
心和安全感，时间和精力省不得，考生最好亲自去踩点，切莫找他人代劳。 记者 林文星

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预留充足时间出行 提前走一遍

黄志林介绍，各考点候考区都有考场分布示意
图，踩点时应认真对照准考证与考场及座位信息是
否一致，特别要注意考试科目对应的楼栋和考场
号。“每年都有考生走错考场或考点，这样会严重影
响考试。”黄志林表示，考生一定要亲自到考场看

看，找准自己的座位，做到考试当天“轻车熟路”。
考试前，个别考生因为紧张，可能会出现频繁

上厕所的情况。黄志林建议，考试当天尽量不吃稀
饭或过量饮水。考生在踩点时也要留意本楼层以
及其他楼层厕所所在位置，以备不时之需。

核对准考证与考场及座位信息，找准座位踩点 认真看一看

黄志林表示，身份证和准考证是考生应考必备
的证件，两证不齐不能进入考场。需要携带的证件
和考试用品要在踩点时就准备齐全。“考生最好先列
一个清单，然后把需要带的东西放在一个袋子里，避
免遗漏。”黄志林说，需注意的是，考生踩点时可携带
复印的准考证，最好不要携带原件，以免丢失。

除了需要携带的证件和用品外，考生和家长

也应该要熟悉考试法规和考场纪律，了解哪些物
品是禁止携带的，比如手机、手表、各种电子设备、
计算器、自备“垫板”、书籍、纸张、涂改液等。此
外，考虑到高考期间可能会出现强风雨天气，考生
在出发前可根据当天天气情况做好相应准备，必
要时可多准备一套更换的衣物，防止因天气等原
因耽误考试，确保顺利赴考。

列个清单，“两证”带齐，考试用具提前备好证件 仔细备一备

考生在外用餐要选正规餐厅
本报讯 为确保考生以良好的身体状况参加考试，省食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注意饮食安全。
考生应尽量在家或学校食堂就餐，外出就餐时要选择持有有效

《餐饮服务服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单位，尽量避免在
路边食品摊点用餐，餐后索要发票或收据等凭证。考生考试期间尽
量不食用隔夜饭菜，不食用野生蘑菇以及不认识的鱼、贝、蟹类等；要
注意科学饮食，注重营养搭配，多食用清淡营养的食品，少食用油腻
和生、冷食品。做到饭前洗手，不喝生水和散装冷饮，切忌暴饮暴食；
食用时令瓜果前要充分浸泡、洗净。购买预包装食品要注意查看保
质期，防止购买到过期食品，并索要发票或收据等凭证。不购买不食
用来源不明、标识不清、感官性状异常以及包装袋（盒）损坏的食品。

考生在餐饮消费过程中如出现呕吐、腹痛、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
症状，应及时就医并保存好就诊记录以及可疑食物和呕吐物，如发现
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31向当地食药监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

“刘明炜准考证丢失，请转发，请联系
133××××××××”

海口警方：谣言
别拨打电话

本报讯 高考临近，一则“刘明炜同学准考证丢失”的消息在微信
朋友圈里传开了，“有人捡到一张准考证，考生名字叫刘明炜，考点在
一中，请转发，让刘明炜联系133××××××××，请扩散！千万不
要耽误孩子高考。”对此，海口警方澄清，该则消息系谣言，不要轻信，
更不要拨打谣言中的电话号码，以免上当。

每年高考临近，微信朋友圈里就会出现“准考证丢失”的谣言。
近日，一则“刘明炜同学准考证丢失”的消息在海口网友的微信朋友圈
里传开。记者搜索查询发现，江苏、上海、福建等地均出现过“刘明炜
丢准考证”，消息里预留的联系电话号码也不尽相同。

据调查，上述谣言所留的电话号码多为吸费音讯电话，不少好心
人因此中招，莫名被扣几元至几百元话费。

海口警方提醒：近年来，每逢临近高考，网络上都会出现“准考证
丢失”的谣言，版本不断变化，近日网上流传的“刘明炜同学准考证丢
失”的消息，显然是谣言。

“骗子们一般会利用公众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发布诸如丢失准考
证等谣言，留下收费电话号码，一旦有人拨打电话，并且按照电话的提
示语音进行操作，则会掉入吸费陷阱。”民警提醒，市民对网上流传的
这类信息要注意辨认，不要以讹传讹，掉入陷阱。 记者畅凯

饮食

辟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