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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聚焦2020新高考

齐鲁壹点20路记者带你看现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春雨 崔可腾

高考，是一场人生的成人礼。
社会在多元化的发展，任何

一场考试都不能“一考定终生”。
但高考仍是一道槛，是从孩子跨
入成人世界的一个分界线——— 这
场成人礼之前，是寒窗十几载的
苦读的少年；这场成人礼之后，是
面向未来乘风破浪的青年。

7月7日，53万多名考生将踏
上高考的考场，迎接这场成人礼
的考验。无论成绩如何，人生都要
由此踏上新的起点，新的历程。

这是一场特殊的高考。这次
考试之前，我们刚经过了一场史
无前例的全民战疫，为了战疫的
胜利，高考延期的同时，考生们也
在家经历了自学的考验；这是一
次注定被铭记的高考，因为这是
高考再一次改革后的第一年，之
前相比，考试科目和时间、成绩构
成和分数转换、划线和录取办法、
志愿设置和填报都有所变化，是
一次开启新篇的“新高考”。

为了见证这次高考，7月7日
上午8点，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特
别推出“相信未来——— 2020新高
考大型联动直播”，全省特派20路
记者奔赴各个考点，将从考生奔
赴考场、家长陪考、考试新风等多
维度、多角度的进行直播采访，通
过我们的镜头，带观众走近考场、
走近考生，一起见证高考这场特
殊的成人礼。

此外，为考生和家长服务，今
年的2020新高考大型联动直播报
道将通过以“20+1”的模式进行
内容构建,直播节目将充分发挥
记者“在现场”的优势，20路记者
直击高考现场，前方考场和后方
直播间相结合。直播间邀请资深
高三年级语文教师和山东省精神
卫生中心的著名心理医师做客直
播间，为家长答疑解惑，为学子加
油打气。通过前后方的有机组合
报道，为受众呈现一档有新闻热
度和温度，有报道广度和厚度，有
点评锐度和深度，充满正能量的
大型新闻直播节目。欢迎家长和
考生在屏幕下方积极咨询留言，

我们将随机抽取用户问题进行在
线解答。

本次直播将通过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APP、齐鲁晚报官方微博、
果然视频微博、齐鲁壹点今日头条
号、百度app、百度百家号、新浪新
闻等平台同步播出，欢迎收看！

高考期间
菏泽牡丹区考点路段交通管制

本报菏泽7月6日讯 (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庞承佩)
7月7日是2020年高考第一

天，为了让考生有个良好环境，
牡丹区交警对部分路段实行限
行措施。

其中，菏泽市第二中学考
点附近，市曹州路的西安路路
口至点将台路路口为管制路
段。牡丹区二十一中教育集团
长江路中学考点附近，市长江
路的成阳路路口至解放大街路
口为管制路段。

牡丹区实验中学考点附
近，市重庆路的黄河路路口至

八一路路口为管制路段。
牡丹区长城学校考点附

近，市句阳路的大学路路口至
长城路路口以及长城路的句阳
路路口至解放大街路口为管制
路段。

考试期间，牡丹区交警大
队将在管制路段路口设置禁
止鸣笛、禁止通行双面交通管
制标志，并安排警力在相关路
口做好指挥疏导机动车辆的
分流、截流工作，维护好各考
点门口、周边路段的交通秩
序，取缔违法占道，确保考场
出入通畅。

菏泽4 . 7万余名考生今走进考场
今年继续落实“两次安检制度”，分设考区9个，考点26个

本报菏泽7月6日讯(记者 李
德领) 2020年高考将于7月7日-
10日进行，菏泽市报名参加高考
的考生4 . 7万余名，分设考区9个，
考点26个，标准化考场1569个，牡
丹区设菏泽市第二中学、菏泽市
牡丹区二十一中教育集团长江路
中学、菏泽市牡丹区实验中学、菏
泽市牡丹区长城学校4个考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
的高考时间比往年推迟了一个
月。按照菏泽市委市政府有关工
作部署，菏泽市教育局通过加强
组织领导，狠抓疫情防控，强化安
全保密和严肃考风考纪等，切实
采取工作措施，落实考务和防疫
规定，确保师生安全、考试顺利。

7月1日，菏泽市人民政府下

发《关于为高考中招创造良好考
试环境的通告》，7月5日至16日，
城区各建筑施工单位在12时至14
时、22时至次日6时30分之间严禁
施工作业。高考、中招期间，特别
是15日下午外语听力考试期间，
各考点周围居民区、考生聚居地
全天禁止施工，考点附近小区、广
场、饭店、宾馆、招待所、商店、文
化娱乐场所、群众性体育活动场
所等要严格实行噪声管制，确保
考生有一个良好的考试和休息环
境。同时，实施交通管制，高考、中
招期间，考点附近路段实行交通
管制，管制范围内严禁停放各类
车辆，严禁鸣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
解到，今年菏泽市将继续落实“两

次安检制度”，第一次是在考点封
闭区利用安检门进行全方位金属
探测，严禁考生将书包、手表、手
机等电子通信设备和与考试无关
的物品带入考点，建议考生将黑
色签字笔、2B铅笔等必要物品装
入透明文具袋，及早拿出身份证、
准考证，积极配合考点工作人员
进行身份验证和安检工作。第二
次安检是在考场入口处，将继续
严查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和其他
违禁物品。为能顺利通过安检，建
议考生穿着无金属饰物的衣服。

在对考生身份证、准考证进
行查验外，还将采用人脸识别设
备对考生进行身份验证，为准确、
快速、高效地通过设备验证，请考
生不要化妆。

菏泽市消防救援支队
开展专项检查行动，护航高考

本报菏泽7月6日讯 (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王朋朋

陈宁) 高考在即，为了撑起高
考学子的消防安全“保护伞”，
近日，菏泽消防救援支队对菏
泽市高考、中考考点和学校周
边饭店、宾馆进行了深入、全
面、细致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据悉，此次专项检查主要
是针对各考点灭火器配备、应
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
防应急设施是否完好有效，重
点检查了考点内消防安全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 ;
室内(外)消火栓等消防器材是
否运行正常 ;电气线路是否符
合消防安全要求等方面。此
外，学校周边酒店的消防安全
也是此次检查的重点。对检查
中发现的隐患，消防部门提出
整改性意见并进行跟踪监督，
确保考场内部消防绝对安全。

“已经责令他们立即进行整
改，并且保证在考试之前能够
整改完毕”。

在检查期间，消防监督检
查人员还向校方详细了解了高
考期间学校消防安全管理措施
等方面情况，并嘱咐校方负责

人要切实增强责任心，克服麻
痹思想，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绷
紧安全这根弦，把火灾事故防
范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努力
为广大莘莘学子营造一个安全
稳定的高考环境。检查结束后，
消防监督检查人员还对考点周
边的消防水源、消防车道等基
本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掌握，确
保高考期间突发警情能够及时
到场，快速有序的处置火灾事
故。

菏泽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
监督科科长王桢说，为全力确
保高考考点及考生餐饮、住宿
消防安全。近日，市消防救援支
队部署开展专项检查行动，重
点对考点及周边宾馆饭店消防
安全管理、消防设施运行、消防
控制室值班等情况开展监督检
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检查
人员当面告知被检查单位并帮
助制定整改措施。同时，对单位
开展消防培训，提高单位消防
安全四个能力。下步，市消防救
援支队将持续跟进隐患整改，
确保隐患整改到位，为广大考
生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消防
环境。

7月5日早餐期间，郓城
一中安排鑫辉餐厅为每名高
三学子免费赠送爱心苹果一
个，寓意鸿运当头、平安顺
利。餐厅里，随处可见红彤彤
的苹果和孩子们脸上绽放的
笑容。

“能够在高考前夕领到
学校发放寓意‘鸿运当头’的
爱心苹果，非常开心。感谢学
校领导对我们高三学生无微
不至的关心和关爱，我们一
定不负众望，在高考中发挥
最佳水平，以优异成绩汇报
学校的培养和关爱。”一学生
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胥
林磊 摄影报道

高温天气迎高考
菏泽偶有雷雨打扰

本报菏泽7月6日讯 (记者
李德领) 6日，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从菏泽市气象台获
悉，据气象专家分析，高考期
间，菏泽市没有持续性降水，气
温略偏高，空气湿度大，体感有
些闷热，7日午后到傍晚，有短
时雷雨。

6日迎来夏季的第五个节
气—小暑，小暑正值初伏前后，
也被称之为小暑大暑，上蒸下
煮，预示着闷热的伏天也即将
到来，最热的大暑还在后头。

8日到10日，受西北气流影
响，菏泽市天气多云为主，部分
县区有短时阵雨，气象专家提
醒，考生注意防暑，陪考的家长

需要带把雨伞，以防突发性阵
雨，市民要随时关注最新天气
信息。

据菏泽市气象台预报，未
来具体天气如下：6日夜间到7
日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
最低温度25℃，东北风2～3级
转3～4级。7日夜间到8日白天，
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3℃，最
低温度26℃，东风2～3级转3～
4级。8日夜间到9日白天，多云，
最高温度33℃，最低温度23℃，
东南风2～3级转3～4级。9日夜
间到10日白天，多云，最高温度
33℃，最低温度23℃，东南风3
～4级。

爱心苹果
助力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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