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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一年一
度的高考即将到来，为全力服务考
生及家长，为考生加油助威，6 月 1
日，三亚日报记者从市教育局考试
中心了解到，该局将联合三亚市卫
健委采取多项暖心举措，包括现场
提供饮用水、遮阳伞和咨询服务等，
为高考期间的考生及家长保驾护
航。

三亚市教育局考试中心主任钟
瑶清告诉记者，这些暖心举措具体
包括：各考点制定针对高温天气的
应急预案，为考生提供绿豆汤、考场
内提前洒水开窗通风。与电力部门

加强联系，保证电力供应，确保考场
内空调正常运转。搭建一些临时帐
篷提供给考生家长休息，提供饮用
水，并专门安排教师提供咨询服务，
回答考生心理与人生规划等相关问
题。为考生准备雨具，以防雷雨天
气。同时，各考点为赶考中丢失准
考证的考生提供现场打印服务。考
点积极协调周边单位为考生家长提
供停车位等等。高考期间，每个考
点派驻 1名防疫专业人员担任疫情
防控专职副主考；向每个考点派驻
不少于2名医护人员和1辆救护车，
与疫情防控专职副主考和考点校医

共同组成考点医疗防控专班。
三亚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陈莲

芬介绍，6月份时值盛夏，天气炎热，
根据以往经验来看，每年高考期间
三亚都会有雷阵雨。在防暑降温
上，她建议应适当补水, 可选择淡
盐水、大麦茶、绿豆汤等来补充身体
所需要的盐分与矿物质，也可预防
中暑。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少喝果
汁、可乐、汽水等饮料，因为它们含
有较多的糖精和电解质，喝多了会
对肠胃产生不良刺激。吃冷饮可以
降温，但要避免大量进食，对西瓜、
绿豆汤等寒性瓜果、汤水，尽量避免

冰镇。同时，服饮清热降火的凉茶、
汤水应适可而止，如果喝冷饮后胃
肠不适，可适当喝点姜汤、热茶散散
寒气。

此外，家长还可以准备一些防
暑药，如金银花露、仁丹、藿香正气
水、清凉油等防暑药，预防中暑。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高考
和高中基础会考期间（6 月 7 日至 10
日），三亚全市多云有小阵雨，气温
在27～32℃之间。气象部门建议考
生和家长出门带好雨具，注意防雷
电。降雨可能造成交通不畅，考生
安排赶考时间应留有余地。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高考即
将来临，6 月 2 日，记者从三亚市教
育局考试中心了解到，目前三亚市
第一中学和海南中学三亚学校 2个
考点已做好高考保障各个环节的准
备工作，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记者在海南中学三亚学校了解
到，该校先后召开了专项工作行政
会、各部门分工协调会，全力做好考
前、考中工作。针对安保工作学校
强化了门禁管理，排查全校安防摄
像头，与辖区所在派出所密切合作，
落实“人防、物防、技防”；为确保高
考期间疫情防控，学校在校门口设
置红外测温仪，按照要求严格疫情
防控各个环节工作。每天定时分三
次对考场教室和公共区域等进行消
杀，并动员组织全体教职工积极接

种新冠疫苗，实现“应打尽打，全员
接种”。日前，学校聘请专业保洁人
员做好校园卫生大清洗，为所有考
场的饮水机清洗消毒，清洗空调滤
芯，做好照明、课桌、标识等的维护
更新，确保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场
环境。

临近高考，面对部分学生和家
长的心理压力，学校从校长到任课
教师，纷纷承担起心理咨询师的角
色，耐心地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学生
及家长进行临考前的心理调整。

“为切实做好今年高考工作，我
们组织所有参与高考考务的工作人
员和监考教师接种了新冠肺炎疫
苗。考点学校按照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备足防疫物资，全面做好
卫生清洁、消毒消杀、健康监测工

作，坚守疫情防控底线不松懈，确保
实现健康高考。”三亚市教育局考试
中心主任钟瑶清介绍说。

三亚市第一中学成立了由学校
行政会成员组成的高考领导小组，
小组成员一对一包抓班级，明确班
级高考目标，凝聚班级科任教师，鼓
舞学生斗志，指导班级备考方法，练
知识、悟方法、提能力、查漏洞，形成
了“包抓领导—班主任—科任教师
—学生家长—班级学生”一体化班
级备考团队，齐心协力，为高考保驾
护航。

作为标准化考点，按照要求，三
亚市第一中学已在考前对考点内所
有监控设备、屏蔽系统、识别系统、
信息管理、技术保障等进行了高标
配置、更新调试，确保考点硬件设施

不出纰漏，并精心挑选推荐经验丰
富、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高考考务、
监考及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多级专
题培训，层层夯实责任，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购置充足的防控物资，拟定
防控预案，开展细致的排查监测，确
保高考及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为了夯实相关部门职责，更好
地应对高考突发情况，日前，三亚市
召开 2021 年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联席会议。会上，与招委会各成员
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制定印发了
相关高考工作实施方案及高考疫情
防控工作细则等。招委会各成员单
位联合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
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
境、打击替考专项作弊”等专项行
动，为高考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

高考在即 防暑降温有啥妙招？
三亚业内人士考前温馨提示

三亚高考考点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 黄珍）5月 31日
下午，三亚学院举行双届毕业典
礼。今年三亚学院的毕业典礼格
外“特殊”，除了 2021届毕业生，部
分去年因疫情未能参加毕业典礼
的 2020 届 毕 业 生 还 专 门 返 校 ，
5000多名师生同框拍摄毕业照。

“如果没有拍毕业照，将会是
我一生的遗憾。”三亚学院管理学
院 2020 届毕业生刘奇红说，此次
她特地从上海赶回三亚，参加这场
双届毕业典礼。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打乱了计划好的毕业典
礼，大家只能带着遗憾各奔前程。
为了帮助毕业生们完成期待已久
的心愿，三亚学院今年特地举办双

届毕业典礼，不少 2020 届毕业生
重返母校，参加这场期盼已久的毕
业典礼。

典礼中，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李书福与三亚学院芒果乐队同唱
一首歌，见证 5000 多名学生同框
的重要时刻，将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

作为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十所
院校之一，三亚学院紧密依托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区位优势，确立了

“金融产业数字化”“汽车产业数字
化”“现代服务业”“城市治理”“康
养产业”等五个重点学科建设方
向，推进产教融合，连续五年就业
率达 95%，累计为社会培养超过 6
万名人才。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那是
晴朗而美妙的一天，牛顿坐在一棵
苹果树下思考问题，突然，一个苹
果掉了下来，从而开启他探索宇宙
之路……”日前，跨科目融合教学
实践人大附中三亚学校物理学史
舞台剧《谭静塔的奇幻之旅》首次
在该校上演。

《谭静塔的奇幻之旅》共分《召
唤神力》、《雅典学院》、《思想的碰
撞》、《不再沉默》、《一代宗师》、《天
空立法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物理学的飞跃》、《放飞梦想》等九
个章节。

舞台上，亚里士多德、哥白尼
的思想碰撞；教会对布鲁诺日心说
的火刑打压；第谷和开普勒对行星
运动观测的传承和行星运动三大
定律的发现；牛顿和胡克的争论以
及对万有引力的发现；卡文迪什对
引力恒量的测定；牛顿、霍金、爱因
斯坦三剑客的对话和双胞胎兄弟
的悖论……将观看演出的孩子们
带入无尽的思考中。

“剧目开拓了我的眼界，让我
感受到了知识的乐趣和力量，让我
意识到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见识到
广阔的世界，只有通过学习才能领
略大千世界的美妙。”该校初一（1）
班学生胡杰深说，

“整场演出让我感到非常震
撼，老师和孩子们自编、自导、自
演，把物理学的起源、发展、现状，
运用音乐、舞蹈、对白等形式表现
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教育既仰望星
空，又脚踩大地，让孩子们非常受
益。”受邀观看演出的家长陈浩元
女士说。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校长宓奇表
示，物理学史舞台剧是学校物理教
研组、历史教研组基于学科融合下
的一次教学实践探究。旨在培养
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及独立
思考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同时，通过舞台剧启发提升学
生对物理学史的关注度，鼓励学生
树立投身科学事业报效祖国的崇
高理想。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第一幼儿园目前已经
开放招生预约，预报名时间为 6月
1 日至 10 日。该园占地面积 9100
平方米，是一所全日制公立幼儿
园，计划开设托、小、中、大共计 18
个班，提供 540 个学位，将有效解
决崖州湾科技城就业创业人员的
子女教育问题。

据介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第
一幼儿园位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科教城内，已面向全国高薪诚聘优
秀幼教人才。该园立志于培养“健
康阳光、好奇探索、勇敢自信、有责
任感”的孩子。幼儿园以传承文
化、玩转科学为抓手，依托崖州湾
科技城的科技产业资源优势，深入
实践“科学教育园本课程”。同时，
将开展富有特色的各类主题教育
活动，从小培养幼儿良好的科学素
养和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学习品
质，慧玩乐学，促进幼儿身心全面

和谐发展。
依据省级示范园建园标准进行

装修配套，该园努力打造以幼儿为
本的园所环境。园内各项教育设
施完备，设有标准化、现代化的教
室及多间活动室、艺术教室、多媒
体活动厅等。

作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配套服
务资源，崖州湾科技城第一幼儿园
将采取自主招生、划片入学的方
式。计划预招生范围为：1、崖州湾
科技城管理局及局属企业、园区各
高校、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子女优
先安排入学。2、如有空余学位，在
科技城控规范围内（科 技 城 范 围
指：东起西线铁路、西至崖州湾滨
海、南起港口路、北至宁远河的片
区，同时包括中心渔港片区）就业
或居住人员的子女自愿报 名就
读。3、如仍有空余学位，欢迎广大
适龄小朋友报名入园。4、招生范
围以最终招生简章划定为准。

三亚学院举行双届毕业典礼
5000多名师生同框拍摄毕业照

跨科目融合教学实践：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
首次上演物理学史舞台剧

提供540个学位

崖州湾科技城第一幼儿园
开放招生预约

“如果不是亲朋好友和政府的
帮助，我可能没有机会看见更大的
世界。”谈起自己的高考故事，家住
崖州区凤岭村的张进港感触良多。
作为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张
进港 2014 年考入广西民族师范学
院，成为了家族几代人的骄傲。

2017 年，张进港从广西民族师
范学院毕业后，放弃了外省优越的
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热土，担任
起村委会扶贫专干一职。至今，4年
的时间过去了，他和身边许多人一
样，成家、立业、培育下一代。日子
看似过得平淡，但他却默默地实现
着自己当初许下的诺言。

“感谢他们”

如今，27 岁的张进港回忆起自
己的高考故事，重复最多的一个词
便是感谢。

张进港高中时就读于崖城高级
中学。高中生活的“三点一线”，他
每日穿梭于教室、食堂、寝室之间。
与所有同学一样，张进港课桌上的
复习资料越摞越高，时间也越来越
紧张。埋头苦学中，有时甚至会错
过饭点。“还记得那时候会为了解一
道数学题，在班里坐一下午。”张进
港回忆道，每当自己忘记吃饭时，同
学总会十分贴心地给自己带一个地
瓜。“学校的地瓜很甜。”张进港说。

“那时候自己就像上了发条。”
张进港表示，白天的课程满满当当，
晚上回到寝室后，大家又不约而同

拿出小台灯，利用熄灯后的时间，补
习自己偏弱的课程。“感谢我的室
友，很多时候我学的很晚，难免打扰
到他们休息。”

“ 最 想 感 谢 的 人 是 老 师 和 家
人。”张进港告诉记者，高考前夕，他
曾因顾虑到大学高昂的学费，一度
考虑过退学。“但后来是老师们察觉
到了我思想上的异常，轮番给我做
工作，介绍助学政策，才让我安下心
来备考。”张进港说。

后来的故事，并没有期望的顺顺
利利，张进港反而出人意料地在高考
中发挥失常。虽心有不甘，但贫苦的
家庭却不可能支撑他再来一次。懂
事的张进港默默地报考了一所学费

较低的学校，揣着亲朋好友资助的
学费、一纸通知书和助学贷款的单
子，张进港开启新的生活。

离别凤岭村那天，张进港不经
意间，回头望了望熟悉的山梁，曾
经多少次，他站在那山梁上，看着
远方变化多端的云，还有那一重一
重的远山，遥想着外面的世界。“当
我再一次回头遥望的时候，我终于
有了畅想未来的勇气，也多了一份
回乡建设家乡的决心。”

“回报家乡”

2017 年，带着一纸毕业证，带
着三大袋沉甸甸的书，张进港告别

大学校园，回到凤岭村。
起初，张进港把回乡任职的想法

告诉家人，他们都不支持，“考出去了
不要再回来了，外面工作机会那么好，薪
资也高，别放下‘金碗’端‘泥碗’。”

面对家人的不理解，张进港说：
“当初是家乡给了我走出去的机会。
现在，我想尽我之力，回报家乡。”

之后，张进港迅速在工作中大展
拳脚，不到两年的时间，不仅为凤岭
村建档立卡户与区政府牵线搭桥，带
领建档立卡户加入百香果合作社，还
多次向市里争取帮扶指标，为建档立
卡户争取到一个又一个公益性岗位。

在工作中，张进港凭借年轻人特
有的视野和干劲，带动凤岭村的村
民，为凤岭村的乡村振兴工作，注入
了清新活力。

如今，在工作之余，张进港最喜
欢做的事情，便是到村里的广场上、
排球场逛一逛。“因为孩子们喜欢聚
在这里。”张进港表示，有些孩子学
习成绩不好，他便鼓励孩子们学个
一技之长；有的孩子体育成绩出色，
他便“撺掇”他们走特长生道路……

在张进港的“张罗”下，越来越多
孩子勇敢地走出村子，带着学习成
果回报乡里。张进港的妹妹，今年
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回到村里工作。

“我们这些村里的孩子要想走出
大山，改变家乡的面貌，就得好好上
学，学成本领，这是一条最现实的出
路。”张进港表示，曾经镌刻在他记忆
中的高考往事，将化为涓涓春水，浇
灌进凤岭孩子们的心田。

崖州区凤岭村网格员张进港：

学有所成 回报桑梓
本报记者 林林

三亚学院举行双届毕业典礼现场。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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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港（中）向村民宣传新冠疫苗接种知识。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