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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点点拒拒绝绝家家长长陪陪同同孩孩子子看看考考场场
考务人员：家长请放手，要相信孩子一定行

1144日日上上午午考考点点周周边边部部分分路路段段封封闭闭
部分考点开辟临时停车场，门口50米禁停
本报记者 王兴飞 崔岩

历城8处考点

开辟临时停车场

历城区在8处考点附近开辟
出临时专用停车场。

历城一中：卧虎山水库北路
南边顺行停放。

历城二中：董家镇政府院内
可满足送考家长停车。学校东门、
北门路边两侧均可停车。

历城职专：校门口两侧、102
线南边辅道、郭店办事处广场均
可停车。

济南一中：学校门口北200米
路西设置两处临时停车场，分别
为影山驾校和一待开发楼盘，南
全福大街两侧也可停车。

济钢高中：校门口西桑园路
两侧可停车，校门口东设置一临
时停车场。

历城五中：学校以东花园路
两侧可提供停车。

洪楼高中：可停放到小区内
施划车位内及黄台南路施划的停
车位内。小区内较拥挤，请按照指
示牌停车，避免造成拥堵。

历城二职专：校门口两侧道
路均可停车。

市中7处考点

划设临时停车位

市中交警大队在7处考点划
设了临时停车位，除省实验中学
外，其他考点门口周边50米内禁
止停车。

省实验中学：学校门口以东
至杆石桥禁停，门口以西非机动
车道单排顺向停放机动车；非机
动车集中停放在停车架。

济南三中(北校区)：门口50
米外经六路南北两侧顺向停放；
非机动车在经六路人行道停放。

回民中学：中学门口50米以外
民生大街东西两侧顺向停放；非机
动车在民生大街西侧人行道停放。

济南中学(本校区)：中学门
口50米以外经八路南北两侧顺向
停放；非机动车在济南中学门口
东侧50米处停放。

济南中学(西校区)：学校门
口50米以外建国小经三路南侧单
排顺向停车；非机动车在纬一路
人行道上停放。

济南艺术学校：学校门口50
米以外舜耕路两侧非机动车道上
单排顺向停车；非机动车在舜耕
路人行道上停放。

听力考试期间

部分路段临时封闭

14日上午9点英语听力考试
前10分钟，部分考点周边路段将
临时封闭。

省实验中学：8点50分起至听

力考试结束，周边杆石桥路口封
闭民生大街北向南车道。

济南三中(北校区)：8点50分
起，经七纬四、经七纬五封闭向北车
道，经六纬四封闭向南车道，经六纬
三封闭向西车道，经五纬三、经五小
纬四路口封闭向南车道，经五路三
里庄路口封闭向南车道。

济南中学(本校区)：经八路
民生大街路口封闭南向北车道。

济南中学(西校区)：8点50分
起，建国小经三路纬一路路口，封
闭向东车道。

济南艺术学校：8点50分起，
舜耕土屋路口封闭向北车道，交
警在路西侧设置了隔离桩以引导
车辆临时逆向通行。

另外，交警提醒，因市中辖区
共青团路、普利街、经二路、顺河
东街道路正在施工改造阶段，对
周边的道路有一定的影响，考生
及家长应提前安排路线，尽量避
开以上施工路段。

8所高中招收204名推荐生
不参加中考提前拿到“入场券”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王光营) 12

日，济南市中考将正式开始。记者获悉，
今年共有8所试点高中招收推荐生，共
面向市区招收204人，这些学生不用再参
加中考，提前拿到了高中的入场券。

11日下午，山师附中挤满了看考场
的学生，与这些学生不同，济南市204名
初三毕业生不用参加中考，他们已提前
拿到了8所推荐生试点高中的通知书。

根据济南市教育局的公示，8所推
荐生试点高中共面向市区招收推荐生
204人，和原招生计划相比，山东省实验
中学因有考生名次并列而多招1人。

根据济南市中小学招生工作意见，
今年共有山东省实验中学、山师附中、济
南一中、济钢高中、济南外国语学校、历
城第二中学、济南中学、历城第一中学8

所高中进行初中优秀毕业生推荐试点。
凡综合素质评价优异符合推荐资

格的市区(历下、市中、槐荫、天桥、历
城三中、历城六中、历城双语实验学

校、济钢鲍山学校、高新区第一实验学
校、高新区第二实验学校、高新区孙村
中学)初中优秀毕业生，经毕业学校推
荐和招生学校审核测试同意后，可免
试直接升入招生学校。

和去年相比，今年有4所推荐生试点
学校的招生数量出现增加。其中省实验中
学增加2人，济南一中增加1人，济钢高中
增加1人，济南中学增加2人。山师附中、济
南外国语学校以及历城一中、历城二中面
向市区招收的推荐生数量没有变化。

根据公示结果，山东省实验中学实
际招收推荐生51人，山师附中招收15人，
济南一中招收20人，济钢高级中学招收
19人，济南中学招收19人，济南外国语学
校招收60人，历城二中、历城一中分别面
向市区各招收推荐生10人，这8所推荐生
试点高中共面向市区招收推荐生204人。

按照相关规定，这204名推荐生不用
参加中考，即可直接获得推荐生试点学
校免试录取资格。

本报6月11日讯 (记者
李飞) 12日，2014年济南市
初三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
正式开考。1 1日下午，考生
可以前往各自考点看考场，
记者采访获悉，济南七中、济
南中学等多个考点拒绝家长
陪同孩子一起看考场，只允
许考生一人持准考证进入校
门。工作人员表示，这既是出
于安全考虑，也是希望家长
能放放手，相信孩子自己能
行。

11日下午3点30分，记者
在济南七中考点看到，前来
看考场的考生和家长络绎不
绝，两名工作人员正在检查
考生的准考证。工作人员表
示，按规定下午4点才允许考
生看考场，但看到考生和家
长早早就到了校门口，出于
人性化考虑，提前敞开了大
门。

记者注意到，几乎每个
考生都有家长陪同，有的甚
至全家出动，但门口工作人
员只允许持准考证的考生进
入，众多家长被一一拒之门
外 。“ 孩 子 自 己 去 ，能 找 到
吗？”被拒绝后，不少家长担
忧地表示。“就这么一座教学
楼，怎么能找不到呢？”工作
人员回答。

一名男家长执意要进考
点，被工作人员劝说后拦下。
这名家长焦急地说，孩子感
冒了，不能亲自前来，他是替
孩子来看考场的。“今天替他
来看考场，明天你能替他来
考试吗？”这名家长赶紧给孩
子打电话，让他自己来考点
看考场。

对于考点的做法，很多
家长虽然感到意外，但都比
较配合，自觉留在门口等孩
子出来。“孩子的老师说让家
长陪着孩子看考场，其实没
有必要。”泉城中学的一名学
生家长说。

记者了解到，除了济南
七中，济南中学也同样拒绝
家长进入考点，只允许考生
一人入内。“既是出于安全考
虑，维持考场秩序，也是培养
考生自理和自立的能力。”济
南七中考务人员表示，家长
陪着，孩子就有依赖，可能家
长看得清楚、明白，但考生不
一定记得牢，考试还要由考
生独自完成。“考生自己独立
看考场，印象会更深刻。”

“家长请放手，相信孩子
自己能行。放手越早，孩子成
熟得越早。毕竟家长代替不
了孩子，应该让他们去经风
雨、见世面。”济南七中一名
考务人员说。

11日上午，济南市交警
部门发布中考交通安保信
息，市中、历城两区15处中考
考点开辟了临时专用停车
场，部分考点备有考生专用
服务车。

6月14日上午中考英语
听力考试期间，部分考点周
边路段还将封闭通行，交警
提醒广大市民注意绕行。

济南教育部门倡议低碳出行

考点周边禁发招生广告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王
光营) 12日，济南市中考将正
式开始。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
良好的考试环境，济南市教育
局发出倡议，希望市民能够低
碳出行、友情避让。同时，禁止
在考点周边散发与招生有关
的任何宣传活动。

6月12-14日，初三毕业生
将进行为期三天的中考，6月
15日是初二学生会考。

济南教育部门发出倡议：
献出您的一点爱与祝福，让我
们共同创设安全、安静、顺畅、
愉悦的考试环境。

倡议表示，如果家中没有
考生，请让您的爱车放个假，
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低碳
出行。如确需驾车外出，请您
尽量避开开考前与终考后时
段，具体为8时至9时，1 1时3 0

分至12时30分，14时至15时，17

时至18时。
开考前时段在路上遇到

送考车辆时，在方便的情况
下，请尽量让行。在学习、居住
区及考点附近，希望您不要制
造高音噪音。

另外，为给考生营造安静
和谐的考试环境，禁止各民办
院校(幼儿园)在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考试和济南市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期间，到考点周
边散发招生广告 (含招生简章
等 )，开展与招生有关的任何
宣传活动。

发现此类情况的，市及县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将责令立
即改正，并予以警告或通报批
评；情节严重的，将依法给予
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
证的处罚。

11日下午，中考考生开始看考场，多个考点拒绝家长陪同孩子一起看考场。图为济南七中门口，门外的家长焦急地张望。。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中
考
资
讯

一考点启用
备用考场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李飞) 11

日，记者从济南七中考点获悉，因一
名得了水痘的考生向考点提出申请，
考点决定启用备用考场，这意味该考
生将在一个人的考场完成考试。

11日下午，考生陆陆续续走进济
南七中考点看考场。突然一名家长急
匆匆跑到门口，告诉考务人员，孩子
腿部骨折，需要乘坐轮椅，无法独自
看考场。

考虑到考生的实际情况，考点给
这名特殊考生开了绿灯，允许家长开
车将孩子送入学校，一起陪孩子看考
场。

记者看到，这名男性考生的左腿
缠着厚厚的绷带，被石膏固定，无法
弯曲。据了解，这名考生来自燕山中
学，考试前不慎将腿摔伤。工作人员
表示，因为考生较高，考虑他的特殊
情况，看考场时，还专门为他调整了
座椅的高度。“目前并没有为他开启
备用考场”。

据工作人员介绍，济南七中共设
置有35个考场，另外还准备了一个备
用考场。“备用考场轻易不使用。”工
作人员说。

但记者采访过程中，一名母亲带
着考生找到考点工作人员申请使用
备用考场。原来这名男性考生得了水
痘，还没有完全康复，具有传染性。

“如果考生和其他考生一起参加考
试，需要医院开证明，但医院依据考
生的身体状况，没有开证明。”

随后考点工作人员逐级申请，最
终决定为这名考生开启备用考场。

“这意味着，这几天这名考生将在一
个人的考场内参加考试。”济南七中
的考务人员表示，备用考场一般就一
个，启用的话比较麻烦，在他的记忆
中，学校这是第二次启用。“别的不
说，就这一名考生，也得给他再安排
两名监考老师。”工作人员表示，在规
则允许的范围内，考点有义务为考生
创造既公平又人性化的环境。

11日下午，济南七中考
点，一名腿部骨折的考生坐着轮
椅，在家长的陪伴下看考场。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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