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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年年高高考考烟烟台台四四中中不不设设置置考考点点
原因是受附近城铁施工影响，防止路途不畅给考生带来不便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张晶)
3日，烟台市招考中心发布市

区高考考点分布，今年市区设置
1 0个考点，取消了烟台四中考
点。据介绍，主要是考虑附近城
铁施工影响，避免施工带来的交
通不便影响考生出行。

2014年夏季高考将于6月7日
至8日进行，6月7日上午9∶00—11

∶30考语文，15∶00—17∶00考数
学；6月8日上午9∶00—11∶30考文
/理综合，15∶00—17∶00考外语。
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将于6月25

日前公布。
3日，烟台市招考中心发布市

内五区10个考点详细分布情况，
其中烟台四中不再列为高考考
点，据了解，由于城铁施工影响了
学校附近的道路畅通，为了避免
路途不畅给考生带来的不便，今
年烟台四中不作为高考考点。

据了解，2014年烟台市共有
3 . 8万人参加夏季高考，比去年减
少了125人，全市设置13个考区，
26个考点，1243个考场，记者从各
个高中了解到，所有考生都进入
最后的冲刺备考状态。

今年，我省夏季高考报名
558259人，比去年增加24914人。春
季高考 9 9 6 9 8 人，比去年增加
32664人。今年夏季高考由“3+X+
1”模式调整为“3+综合”模式，取

消基本能力考试科目，考试时间
“瘦身”，由2天半缩短为2天，但
总分仍为750分。

今年外语科目取消听力考试
部分，家长无需担心周围噪音影
响考试等。此外，我省今年首次执
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山东
当地参加高考的政策，凡具有山
东省高中段学校学籍并有完整学
习经历的合格毕业生均可在所就
学的高中段学校所在地报名参加
高考，与当地考生享受同等的录
取政策，今年非山东户籍参加夏
季高考的考生9536人。

“新”高考诸多变动，本报提
醒广大考生及家长做好备考措
施，考生可在6月6日下午5点后去
考点看考场，但是只准在教室外
面看考场，不许进入考场里面。

家长问：孩子戴着牙套，影响
进场考试吗？

考试注意事项公布以后，不少
家长打来电话询问更多细节，其中
一名海阳的王女士致电本报中高
考咨询电话15288787947，称自己的
孩子戴了牙套，牙套也属于金属
的，进场的时候，金属探测仪是否
会响，影不影响孩子进场考试啊？

解答：能摘的话最好摘下来，
以免影响进场速度。

针对家长的疑问，烟台市招考
中心做出解答，考生最好不要戴着
牙套进场，虽然没太大影响，但是
金属探测仪响起之后，监考老师还
是会停下正常的进场顺序，专门检
查考生本人，如果这样的情况多的
话，很容易影响考生进场进度，因
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能不
戴尽量别戴。

此外，烟台市招考中心还提醒
广大考生，不要穿带金属饰品的服
装，女生常戴的首饰、头饰等带金
属的东西，男生的金属腰带，一律
最好不要带进考场，争取做到轻装
上阵。

如果您是正在经历“大考”的
家长或学生，对于中高考的任何疑
问，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本
报：

中 高 考 咨 询 电 话 ：
15288787947

齐鲁晚报高考交流QQ群：
221919441

齐鲁晚报中考交流QQ群：
346418981

本报新浪微博：@今日烟台
本报腾讯微博：@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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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没必要刻意避开生理期

学校最近开始给学生们
提供金银花水，今天轮到我们
班去食堂取金银花水了。为了
更好地发挥金银花的作用，每
天去校医那里领回当天要用
的金银花，送到食堂，他们先
用热水反复把花洗干净，然后
再用沸水煮十分钟，这样虽然
比较麻烦，但能保证孩子们喝
到健康的金银花水。

校医也反复强调，这个水
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体质比
较弱寒或者是女生在生理期
的都不适合饮用，否则也容易
产生问题。说到生理期，每年
都有些女生为了在高考期间

避开生理期，让生理期提前或
推后，其实在我看来没必要，
只要正常心对待，消除消极的
心理暗示，这不会影响到高考
的发挥。

今天上午第四节课是体
育课，太阳火辣辣地烤着，真怕
他们中暑！虽然我经常跟学生
们强调，现在不适合进行剧烈
的体育活动，但男生们总是对
篮球情有独钟，每次都运动到
大汗淋漓。

我希望他们多活动活动，
既可以好好休息，又可以缓解
压力，出完汗以后回宿舍冲个
澡，神清气爽，学习起来更有劲
头。

随着考试的临近，孩子
们显性的、隐性的压力都不
小，所以大课间、晚饭后及晚
自习，都是找学生聊天的好
时段，哪怕只是拍拍肩膀，开
个玩笑，都能让他们的紧张
的学习得到一点调节。（冯喜
红老师已经有19年教龄，从
高一到高三，一拨又一拨，送
走至少5届学生，学生遍布全
国各地。）

本报记者 张晶 整理

高考爱心车今起结对子

3日，本报“高考爱心直通
车”第一批车标已经加紧制作
完毕，4日将向爱心车主发放，
同时本报将综合已报名爱心车
主和考生的住址、送考学校等
信息，为爱心车和考生结对子。

“去年我就看到过有关爱
心送考的活动，但由于去年高
考时间赶上端午节调休后的工
作日，我没法参加，今年高考赶
上周末，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家住金沟寨小区的林先生打来
电话报名参加爱心送考，今年
送考时间合适也圆了他去年的
送考梦。

3日，2014年高考考点公
布，芝罘区内有烟台一中、烟
台二中、烟台三中和烟台十四
中四个考点。得知考场安排
后，数名考生家长打来电话，
为孩子联系爱心送考车。

“我们家住在幸福五村附
近，孩子在三中考试，现在从幸
福片区到市里交通比较拥堵，
家里也没车送孩子赴考，希望
可以联系爱心车送孩子去考
试。”3日下午，市民宋女士打来
电话为儿子报名乘坐爱心送考
车。

4日起，本报工作人员将根
据爱心车主和考生的住址、送
考学校等信息，为爱心车和考
生结对子，提供“一对一”送考
服务。

如果你也想为高考考生服
务，可以通过拨打本报热线
15963578078的方式加入本报“高
考爱心直通车”队，与考生结对
子，提供“一对一”送考服务。如
果您家有考生，但住得较为偏
远，赴考之路漫长，或者考生身
体不便，也可拨打热线电话联系
爱心送考车。为了给爱心车主和
考生足够的时间“结对子”，爱心
车主和考生的报名时间将于5日
(本周四)下午4点截止。

另外，记者从开发区运管
处获悉，高考期间，参加高考
的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
区内公交车辆。同时，区内将
有部分出租车为广大考生提
供免费送考服务，届时，参加
活动的出租车在前方挡风玻
璃上贴有“爱心送考车”字样
标志，在开发区内持有高考准
考证的考生可以免费乘车。

本报记者 孙健 通讯
员 苏照海

今今年年高高考考取取消消了了临临时时交交通通管管制制
高考现场，交警车招手即停，随时为考生服务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交警宣 全福 贤才 )

今年与往年除了高考时间的缩短，
英语听力的取消外，交警也取消了
部分路段临时的交通管制。高考现
场，各交警大队在各考点设置了高
考爱心服务点，交警车招手即停，随
时为考生服务。

每年高考英语听力期间，交
警部门都会对考场周边的道路进
行临时交通管制，为的是给考生
提供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据了
解，今年外语科目取消听力考试，
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也随
之取消。

记者还从市交警支队了解到，
从6月3日起，各交警大队将以各考
点周边道路为重点整治路段，以机
动车乱停乱放、违法鸣笛、货运车禁
行时间通行等为重点整治违法行
为，全面整治道路交通秩序。

虽然听力考试取消了，在高考
期间，为了给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
考试环境，全市交警仍将对各考点
路段交通实施严管，仍严禁车辆乱

停乱放，严禁车辆鸣笛，一旦出现乱
停乱放以及随意鸣笛等违法行为，
将对驾驶员实施处罚。

“交警车招手即停，随时为考生
服务。”民警说，各交警大队在各考
点设置了高考爱心服务点，每个服

务点都有交警值守，并配备24辆警
用摩托车或警车，负责应急、护送需
要接送的考生，遇有考生或考生家
长求助时，将全力以赴提供服务和
帮助，考生一旦有需要，可直接到服
务点寻求帮助。

考点名称 考点地址

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 烟台开发区金沙江路87号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二马路17号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焕新路一号

山东省烟台第三中学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30号

山东省烟台第十四中学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凤凰台路86号

福山一中 烟台市福山区南山路229号

烟台格迈纳尔中学 烟台市福山区崇文街201号

牟平一中新校区 烟台市牟平区崔山大街551号

牟平育英艺术中学 烟台市牟平区北关大街519号

山东省莱山第一中学 莱山区学院路

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夏季高考考点(五区)

追梦2014

高考日记

冯喜红 开发区高级中
学 高三·1班班主任

高考你问我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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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路两侧
可单排临时停放

3日，记者跟随市交警一大队民
警来到烟台一中、烟台二中，提前为
家长探路。交警提醒送考车辆最好远
端停车，步行送考生进考场或在校门
口停即走。由于一中门前没有大型停
车场，高考期间允许送考车辆在二马
路道路两侧单排临时停放。

而在烟台二中考点，送考车辆
可沿观海路进入到环山路后，可以
选择胜利路——— 建昌南街——— 西南
河路——— 乐山里一线到达学校，或
者沿毓西路——— 焕新路进入学校附
近，这两条通行路段在早高峰期间
都会比较拥堵。

尽量避开两个
赶考时间段

幸福路铁路立交桥因青烟威荣
城际铁路施工仍在封闭中，交警建
议家住幸福片区的考生家长，应提
前出行，绕行化工路或环海路前往
烟台一中、二中、三中等考点，以免
遭遇拥堵。高考期间，烟台三中门前
的南大街道路两侧，也允许送考车
辆单排停放。

交警提醒市民，为了给高考
学子营造舒适的考试环境，请尽量
避免本周末出行，如果有事必须出
行，也请避开7：30-9：00，13：00-14：
30这两个考生赶考的时间段。

本报记者 钟建军

现场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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