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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宝宝”入考场，

邻座都是他校生

记者了解到，去年，中考报名
人数较2013年减少了2672人，为近
年来首次下降。而今年报名人数则
更少。

记者注意到，今年参加中考的
考生多是15岁左右，也就是2000年
出生的“千禧宝宝”。有学校曾经做
过统计，初三有的班90%的孩子是
2000年出生的。

报考人数有所下降，对高中招
生录取有什么影响呢？据悉，济南
市去年高中招生计划为38750人，
2013年为38570人，2012年则为

34890人，招生计划逐年上升。与之
相对的是，报考人数的降低，在一
定程度上将缓解普通高中的竞争
压力。

今年中考考场共设 4 8个考
点，其中市内六区共设26个考点。
不少家长好奇，中考考点是如何
安排的？对此，济南市教育部门解
释，今年的初三学业水平考试考
点安排根据考点容量，将距离初
中学校相对较近的高中学校作为
其考点。

为了维护考试公平，今年考
场安排上同时将几个初中学校交
叉混排，使每个考生四周均为异
校学生。此外，今年初三学考在监
考老师设置上实行监考人员轮换
方案，每场次监考人员均不固定。

丢了准考证，

抓紧找学校补打

根据规定，考生在进入考场前
必须出示“两证”，即身份证和准考
证。今年高考准考证实行新政策，
允许考生打印多份备用。而中考准
考证并不能“一证多打”，如果考生
不小心丢了准考证，该怎么办？

济南市教育局提醒，对于考
生 丢 失 准 考 证 的 ，由 初 中 学 校

（往届生及外地返济考生由所在
县 市 区 教 育 局 教 育 科 ）负 责 补
发。各初中学校及教育科自考前
一天始至考试结束之日止，都有
专人负责给学生办理补打准考

证等事宜。
据介绍，语文、数学、英语各

120分（英语含听力20分），物理、化
学共150分（其中物理90分、化学60
分），体育60分，总分570分。物理、
化学，思想品德、历史采用同场合
卷方式考试。

什么是同场合卷？济南市教
育局工作人员介绍，同场合卷大
致可以概括为“同一场次、两科一
卷、试题分科、时间共用”。首先是
两门科目放在同一场次,其次是两
门科目在同一张试卷上,但试题是
分科的。比如，客观题前半部分为
物理，后半部分为化学，那么主观
题的第一部分肯定是化学，后面
是物理。这样，学生在答题时不用
过多地转换思路。

人人数数又又减减少少了了

10日下午，众多家长带孩子看考场。图为父亲指示孩子看注意事项。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陪 考

考试时间安排

6月11日
9：00-11:00语文
15：00-17 :00物理、化学

（同场合卷）

6月12日
9：00-11:00数学
15:00-17:00思想品德、历

史（同场合卷）

6月13日
9：00-11:00英语（含听力

测试）

10日，济南市教育
部门公布了今年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的具体
情况，今年全市共有初
三考生63405人。自2010
年中考改初中学考后，
考试报名人数逐年上
升，去年有所下降，有
63841人报考。自2013年
以来，今年中考报名人
数创3年来新低。

一一个个人人看看考考场场，，考考生生说说““我我能能行行””

本报记者 李飞

11日，2015年济南市初三学业
水平考试（中考）将拉开帷幕。10日
下午，考生开始前往各自考点看考
场。记者在山师附中考点看到，没
有家长陪同，不少考生独自一人看
考场。而济南七中等考点也拒绝家
长入内，只允许考生一人持准考证
进入校门。“这么点事，我自己能
行。”一名考生如是说。

10日下午4点，山师附中考点，
记者看到，前来看考场的考生和家
长络绎不绝，多数考生由父母陪同
而来。但在教学楼内，还是有不少
考生或者独自一个人看考场，或者
和同学一起结伴而来。

“我自己一个人完全可以，让
父母来干啥呀。”燕山学校的考生
小李告诉记者，不仅看考场，中考
这几天他也不让父母来陪考。山大
二附中的一名考生同样顺利地找
到了自己的考场。“父母上班没来，
我是和几位同学一起结伴来的。”

“行了，你们就在门口等着我，
我一个人去看就行。”在山师附中
考点大门口，燕山学校的考生小亓
拒绝了父母陪自己进入学校。她走

后，母亲潘女士和丈夫悄悄跟在身
后，一直跟到了教学楼前。“我就是
想帮她看看厕所在哪里。”潘女士
告诉记者，班级家长群里也在议论
到底要不要陪孩子看考场，有不少
男生选择了一个人。连班主任也劝
家长，“孩子大了，该放手就放手，
尤其是男孩。”

“只是一种心理上的陪伴，我们
在身边，孩子可能会更踏实。”潘女士
说，陪女儿来看考场，自己也知道帮
不上什么忙，但在家里坐着也不放
心，一起来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

“不让家长进吗？记得找厕
所。”在济南七中门口，一位母亲被
拒之门外后，一遍遍地叮嘱孩子。
与往年一样，今年济南七中仍然是
拒绝家长进入校门，只允许考生一
个人持准考证进入。“我就进去拍
个考试时间表行吗？”面对一名家
长的请求，门口的工作人员还是拒
绝了他，“准考证上都有。”

“就这么一座教学楼是考场，考
生很容易就能找到。”济南七中门口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拒绝家长入
内，一方面出于安全考虑，维持考场
秩序，另一方面也是借此培养考生
自立的能力，相信孩子自己能行。”

一一时时不不见见孩孩子子，，妈妈妈妈急急哭哭了了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10日下午，还不到4点钟，济
南中学的门口就已经挤满了人。
因为学校均只允许考生进入考
场，家长只能等在门口。家长们
比孩子还要焦虑，甚至有不淡定
的父母，因为一时找不到孩子急
哭了。

济南中学两个偏门，一个门
进，一个门出，秩序井然有序。被
拦在校门口的家长，有的挤在学
到大门口边，从大门栏杆处张
望，并不十分放心孩子单独进考
场。

学校门口的一位妈妈因为
找不到孩子，急得直抹眼泪。“我
跟儿子是兵分两路过来的，我从
单位赶过来，孩子从家里自己来

的，我怕孩子把准考证、身份证
给弄丢了，东西都放在我这里，
结果来了之后找不到他了。”找
到孩子后，这位妈妈直拽着孩子
的手，往考场门口挤。

“其实我已经跟同学到学校
里面转过一圈了。”原来，儿子来
得比较早，看到妈妈还没到，就
跟带着准考证的同学一起到学
校里面转了一圈。可是，孩子出
来之后怎么跟妈妈解释，妈妈都
不相信，还要儿子再去看一遍考
场才放心。

“什么东西都在我这里，他
是怎么进去的呀？看考场可不能
马虎，明天找不到位置怎么办？”
儿子没有办法，为了安妈妈的
心，只能在妈妈的注视之下又进
考场里看了一圈。

记者手记

考生或一个人或与同学结伴
看考场。本报记者 李飞 摄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10日，济南的高温没能抵挡
住63405名中考考生的热情。按照
规定，10日下午4时以后允许考生
进入考场“踩点”。在山东省济南
商贸学校考点，还不到下午3点，
就已经有学生和家长在等候入
场。与往年相比，今年陪看考场的
家长少了不少，中考看考场，孩子
更愿意自己来。

“本来想让孩子自己来看看
就行，因为没有公交车，我只好送
她过来。”把女儿冉冉送到济南商
贸学校门口后，胡女士就坐在石
凳上等着。去年，山师附中、济南
七中等部分考点不允许家长进入
考点“陪看”。今年，济南商贸学校
为家长放行，却有很多家长选择
在校外等候。

在 校 外 等 待 的 家 长 队 伍
中，家长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
论着自家孩子。胡女士说，她觉
着孩子的世界家长最好不要完
全干扰。现在的问题不是孩子
离不开家长，而是家长离不开
孩子。有些家长非要做到事无
巨细，她认为没必要。孩子的成
长虽然需要家长的呵护，但不
能溺爱孩子，要放心让孩子自
己去“飞”。

下午4时，大批学生涌入考
场开始查看自己考试的位置。
进入考场，记者发现，考生们拿
着手中的考场分布图“按图索
骥”，很有秩序。

“在学校门口，专门设置了
考场分布图和考试时间表。考场
就分布在教学二楼上，我上去一
趟就找到了，看了看洗手间的位
置就出来了，根本不用爸妈陪着
来。”没有家长陪同，来自泉城中
学的考生小曦与同学一起相约来
看考场。

放心让孩子

自己去“飞”

家家长长爬爬桌桌踩踩凳凳，，只只为为多多看看一一眼眼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10日下午，位于二环东路的
济南一中考点对来看考场的学生
和家长们开放。记者看到，陪看的
家长比即将考试的孩子还要紧
张，甚至爬桌踩凳，不放过考场里
的每一个细节。

由于济南一中考点并不限
制家长陪同考生看考场，记者看
到，几乎每个考生身边都陪着至
少一位家长，有的甚至一家三代
四五口人一齐上阵。很多父母不
惜双双请假陪看，原因只有一
个：不放心。

环顾考场四周，听到的都是
家长一字一句的叮嘱和关心，“注
意这地上有个缝，走路时可别绊
倒了。”有细心的家长告诉孩子，
还有家长催不想上厕所的孩子去

“试验”一下。“明天一定要好好看
清楚题目，这道题不会了先做下
一道，不能浪费时间，记住了吗？”
考场门前，一位家长对孩子谆谆
教导。

但有的孩子显然不太领情，
“这样就看完了吗？这么快啊。”
一位家长看完考场后迟疑着不
想走，孩子在一边催促着快走：

“看完了啊，不然你还想看什么，
又不是你考试。”

由于许多教室靠走廊的窗
户都没关，很多家长利用这个

“优势”，拿着手机往里伸着拍
照，想拍清楚孩子桌上贴着的考
号。还有人站在教室外将给学生
准备的物品放置在桌上，探着身
子往里看。甚至有个别家长为了
确定究竟是哪个座位，让孩子从
窗户里爬进了教室。

这个学生自己来看考场。本报记者 李飞 摄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淡淡定定的的孩孩子子，，焦焦虑虑的的家家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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