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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之!
脑子迷糊 公交车方向坐反了

高考是件大事，所以不少考生
都会早早起床做准备。但“ 起个大
早，却赶了个晚集” 的考生年年都
有。去年6月7日，在市三女中，我就
曾遇到一名上海舞蹈学校的考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起床太早，他的
头脑还没有完全清醒，他竟然坐上
了往高考考点反方向的公交车。

等到发现错误的时候，时间已
经来不及了。尽管及时叫了一辆出
租车，但还是没有改写9点17分才来
到考场的命运———按照规定，高考
开考后迟到15分钟者，不得进入考
点考试。“ 我一直以为，迟到半小时
内都能进考场。”这位考生对我说。

我并不知道那名考生后来的情
况，但至今还记得他苍白着脸，一个
人一圈圈围着市三女中考点转的样
子。确实，这名考生有点冤。也正因
为，每年都有类似的迷糊考生，市教
育考试院才会年年提醒考生，一定
要在高考前事先踩点，熟悉考点周
围的环境。

》老记建议

在熟悉考点的过程中，要注意
了解从自己的居住地到考点有多
远，用什么方式、什么路线去考点最
为安全便捷，单程需要花多少时间？
如果考点离居住地比较远，还要在
考点附近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休息
和就餐的地方。熟悉考场早作准备，
消除陌生感，会给考生带来信心和
安全感，否则，急匆匆地赶到考场会
影响情绪，万一迟到，耽误了做题时
间，更会直接影响到考试。

此外，万一发生快要迟到的特
殊情况，考生一定要求助于交警，请

其将自己送往考点。

不幸之"
手机没关，并且随身放在口袋里

这是一个听来的小插曲。一位参
与高考考务的老师，给我讲了这个真
实的小故事。一名考生，由于一时疏
忽大意，将手机放在了衣服口袋里。
整个考试过程都很顺利，考生随身携
带的手机也并未被发现。

然而，在离考试结束前还有一
分钟，甚至也许还有半分钟的时
候，考生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等
在考场外的妈妈，以为孩子的考试
已经结束了，迫不及待地打来了电
话。这一响，却导致这名考生这一
门科目的成绩只能以作弊处理，判
为零分。

今年，市教育考试院一再提醒，
严禁携带各种无线通讯工具（ 如寻
呼机、移动电话及其他无线接收、传
送设备等）、有电子储存记忆功能的
计算器和录放设备以及涂改液、修
正带等物品进入考场。考场内考生
不得相互借用有关物品。

》老记建议

手机最好不带，如果实在要带，
进考场前最好把手机交给送考的老
师或家长。由于日常用手机计时的
考生并不在少数，因此为了不搞错
时间，考生应该准备一块计时准确
的手表，帮助自己合理安排考试答
题的时间。

不幸之#
出门太急，身份证或准考证没有带

身份证和准考证，这是高考必
备的两大证件，但几乎每一年，我都

能遇到忘记带身份证或者准考证的
考生。所幸，大多数这样的情况都还
来得及弥补，也因此我常在考场外
看到气喘吁吁赶来给考生送证件的
家长。

因此，考生在高考的前一天晚
上，临睡前一定要将包括准考证、身
份证在内的所有必备品在核对后，
装在一个袋子里（ 最好是透明的资
料袋），特别是要将身份证、准考证
等证件放在袋中醒目位置。整理好
后放在容易见到的地方，考试的两
天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老记建议

当然，一旦发生忘记带证件的
特殊情况，建议考生不要着急，应该
立即联络家人，请其及时送到。而考
生的家长，也应确保在高考期间手
机随时开通，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
的特殊情况。

不幸之$
考英语那天收音机忘记带了

6月8日下午是外语考试。考生
一定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忘记带
用于听力考试的收音机。去年高考
期间，我就曾现场目睹一位母亲满
大街买收音机的焦急情形。幸运的
是，最终这位妈妈买到了机器，隔着
校门将收音机送到了已经步入考点
的学生手中。

但万一考点附近没有卖类似文
具的呢？记者因此建议考生，一定要
在临出门前检查好自己必须携带的
文具及可能用到的各种物品。

按照规定，考生“ 严禁携带有电
子存储记忆功能的计算器和录放设
备进入考场。”因此，在听力考试时，
考生不能使用MP3等有存储记忆功

能的收音设备，如使用耳机式的收
录机（ Walkman）等，也必须确保机
内不隐藏任何录音带。

》老记建议

根据往年我在高考现场 看 到
的情况，建议考生家长可以借鉴
一些家长的作法：为考生准备两
个收音机，一旦在考点外调试时
发现特殊情况，可以及时更换。考
生 也 应 确 定 机 器 能 正 常 运 作 ，另
须备足电池。

不幸之%
英语听力考试记错进场时间了

外语考试时，一个容易发生的
问题是，少数考生会把外语考试的
入场时间等同于其他科目考试的入
场时间。实际上，外语考试不同于其
他科目考试，因为听力考试需要进
行调试，以确保播音设备不出现问
题。考生迟到有可能影响听力考试
的正常进行。

按照规定，6月8日高考听力考
试14:30考 生 开 始 进 入 考 场 ，14:45
禁止迟到考生入场，14:45开始分发
答题纸，14:50当众启封试卷袋和试
听（ 两者同步进行），14:55开始分
发试卷，15:00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16:30后才能提前交卷出场。而其他
科目的考试则在考前25分钟进入
考场，迟到15分钟者，不得进入考
点考试。

》老记建议

英语听力考试，考前十五分钟
就不能再进场，这是教育部的统一
规定（ 有个别省份不考听力除外），
各省都要按规定执行。因此，切莫迟
到是王道。

老记告诉你
高考马大哈
易犯“ 五宗错”

7日上午或有小雨
可适当提前赶考

本报讯 记者 俞韡岭 据气象
部门最新预计，申城明后两天宜人指
数一般。首先是今夜一场小雨将延续
到明天上午，考生可适当提前出门，
并注意交通安全。其次明后两天气温
都相对较高，特别是8日最高温预计
在33!，两日体感比较闷热，考生可
自备清凉油、人丹等静静心。

受高空槽移动影响，虽然今天白
天天气情况和昨日相仿，但晚上将有
一场力道不大的降雨“ 降临”本市，
不过这场雨很有可能持续到明天早
上，根据经验来看或许会影响到交
通。市气象局首席服务官朱洁华提醒
各位考生，赶考可适当提前出门，特
别是对自驾族，更需及时摸清路况信
息，并注意交通安全。相比降雨带来
的影响，明后两天的高温对考生来说
不算好消息。7日最高温度预计在
30!上下，而8日申城将逐渐转为多
云天气，气温进一步上升，极端高温
可达33!" 34!。由于风力小、湿度
大，考生体感会比较闷热，容易引起
困倦和烦躁。朱洁华表示，考生可备
上清凉油、人丹等静静心，午时也可
适当小憩，迎接挑战。

!月"日
阴有时有阵雨 22!" 29!

!月#日
阴转多云 23!" 33!

毗邻考场的地铁
高考当天将限速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本周四起，高
考拉开战幕。记者昨天从地铁、出租等
交通部门获悉，为了保证考生顺利抵
达考场。出租车公司要求司机提前踩
点，并提醒学生是否带了准考证；同
时，地铁部门也已经启动“ 护考”营运
方案，考试期间，限流地铁车站将开通

“ 绿色通道”，放行考生及家长。
记者昨天从上海地铁获悉，“ 两

考”期间，如发生列车延误情况，运营
方将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力争迅
速恢复正常运行；同时，为了减少噪
音对考生的影响，部分毗邻考场的区
段和站点的地铁进出站时将严格执
行限速要求；另外列车在高架车站及
考场附近车站运行时，司机将最大限
度控制鸣笛。

“ 两考”期间，上海地铁将对高
峰时段实施限流的车站，向高考、中考
考生开辟护考绿色通道。届时，考生及
随行家长只要向限流站点提出，车站
将优先放行。同时，考虑到部分考生不
熟悉考场，部分临近考点的车站还将
加派工作人员，竖立临时导向牌。

强生电调中心等出租公司相关
人士表示，今年高考订车运能充足，
如 果 考 生 在 考 试 当 天 遇 到 紧 急 情
况，也可致电并说明是高考考生，并
订到车。

“ 公司要求我们都要在考生上车
前提醒一句：是否带了准考证。”强生
司机高师傅说。

余儒文 绘

限速地铁范围（ 部分）
●3、4号线中潭路至上海火车站
●2号线静安寺至江苏路站
●8号线杨思站

又到高考季。十年寒窗，为的就是这两天博出点名
堂来。但万事俱备，偏偏却有少数考生一时大意，让一
些“ 忘带身份证”、“ 坐错公交车”这样的“ 小乌龙”耽
误了，绝对够冤的。可年年提醒，年年总有人出错。作为
一名几乎年年“ 驻守”在高考考场外的老记者，想起曾
经遇到的那些“ 糊涂考生”，忍不住再给考生们提个
醒：这五种低级错误，你可千万别犯了。

本报记者 朱文娟

》迎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