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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高考首日，疫情影响下的广州面临着一场“大考”。为保障考生安全高考，广州几乎全城动员。
2021年的广东高考也是以前绝无仅有的。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广东有两名考生要在新冠隔离病房

考场里完成这场人生大考。
这是疫情防控的需要，不因高考放松隔离和诊治；这是对考生梦想的护佑，不让一个人因疫情放弃高考。 17-26 C

阴天有小到中雨
偏北风1- 2级

19-26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有中到大雨
偏北风1- 2级

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73 空气质量：良
优：自贡、攀枝花、泸州、宜宾、雅安、巴
中、马尔康、康定、西昌
良：广元、遂宁、资阳、南充、广安、乐山、
绵阳、达州、德阳、内江、眉山

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0—11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中国体育彩票6月7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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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21064期全国销售
294413689元。开奖号码：01、17、19、32、
34、06、10，一等奖基本2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60注，
单注奖金229075元。追加26注，单注奖
金183260元。三等奖121注，单注奖金
10000元。546378196.50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148 期 全 国 销 售
31443538元。开奖号码：215。直选全
国中奖5269（四川566）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15670（四川827）注，
单注奖金173元。36168389.67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148 期 全 国 销 售
13820948元。开奖号码：21561。一等奖
32注，单注奖金10万元。393382025.7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8月6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2021高考特别报道大 有 可 为

高考首日
隔离病房考场内

两位考生圆梦顺利参加高考

一个标准三床病房被全部腾空，
正中摆着一张长桌和一把椅子，两个
高清摄影头分别设在病房的两个对
角，长桌的左前方挂着一个时钟，在
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广州市第八人
民医院里，有4个这样按标准考场要
求布置的隔离病房考场。

7日凌晨，广州一名高三考生核
酸初筛结果阳性，相关部门紧急组织
复核，仍然是阳性。由于考生参加高
考的意愿强烈，经过医生的评估，相
关部门决定同意让其参加高考。考
生在凌晨 3 点被转运到广州市第八
人民医院。此前，广州市第八人民医
院已经收治了一名新冠肺炎确诊高
考考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
养，考生考前状态调整得越来越好。
随着第二位复核阳性考生的到来，医
院迅速启用第二间隔离病房考场。

7日上午，医护人员又一次为这两
名考生评估身体状况。广州市第八人
民医院副院长罗红彬说，这两个孩子
考前精神状态、信心等方面都不错。
经过全面晨检，同意他们参加高考。

9点，这两名考生与广东省60多万
名考生一起，顺利走进高考考场。透过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高清监控画面，记
者看到，两位考生一人一间考场，他们
时而翻阅试卷，时而奋笔疾书。在每个
考场，为最大限度不干扰考生考试，两
名视频监考员在清洁区通过监控画面
监考，两名医护人员协同监考。

在全程戴着口罩、全程实时监
控、全程无干扰的情况下，高考第一
科考试接近尾声。随着铃声响起，两
名视频监考人员走进了考场，考生按
要求停笔，监考人员在细心地给试卷
消毒后，把试卷封存在一个纸袋里。

为落实“应考尽考，能考尽考，愿
考尽考”的要求，广东各界不放弃任
何一个考生，努力帮助他们圆梦。

全城动员
响应疫情防控号召

送考家长车内目送孩子进考场

7 日早上 7 点过，广州地铁六号
线上，就读于广州市真光中学汾水校
区的黄同学手里正拿着一本古诗词
选集，进行考前最后的复习。

7点20分，他到达了广州市第一
中学初中部考点，此时的一号门门口
已经有不少低风险地区考生在候
考。而在远处的二号门，则为来自中
风险地区的考生设置了专用通道。

同样来自真光中学汾水校区的
黎同学早已在校门口候考，由于真光
中学校本部位于广州高风险和封控
管理区域，和黎同学一样位于低风险
区域的考生分流到了广州市第一中
学初中部考点。

响应疫情防控的号召，今年送考
家长不在考点外停留和聚集。家住番
禺区的李女士目送孩子走入考场后，
准备驱车离开。当天，她身穿寓意着

“旗开得胜”的红色旗袍，为孩子加
油。在出门前，李女士还收到了班主
任的问候短信，询问孩子的赴考状况。

据李女士介绍，广州疫情发生以
来，班主任每天都会对班内五十多名
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健康状况监测和
心理状态跟踪，“社会保障，学校负
责，我们对广州很有信心。”

广州在高风险和封闭管理区域共
设有4个考点，广州市金道中学是其中
之一，该考点共有257名学生参加高
考。7点30分，不少考生开始排队进入
考场。考生要经历测温、两次手部消
毒、更换考场提供的口罩等程序后才能
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在考试过程中要全
程佩戴口罩，考场在开空调的同时打开
前后门窗，确保做到室内通风透气。

为了满足部分考生在考点午餐、
午休的需要，学校聘请符合资质的餐
饮企业为137名考生提供配餐服务，
解决考生的午餐、午休需要，为考生
专心备考提供了保障。

暖心护航
800多辆出租车“一对一”

专车接送广州疫情管控区考生

在广州市中、高风险区域和相关
封控区域，考生如何赴考？广州市安
排了800多辆出租车，“一对一”专车
免费接送，1200 多名“的哥”“的姐”
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7日一早，在广州市荔湾区封控
区域，黄红蓝三种颜色的出租车已经
提早停在考生的楼下。这些出租车
全部来自广州公交集团旗下的三家
出租车公司。

为了这次高考，广州市交通、教
育、卫健、公安部门提前研究，推出高
考暖心服务。广州市对于中风险区
考生、高风险区考生、跨风险区考生、
密接考生以及居住比较分散的次密
接考生，采用“一对一”“点对点”专车
服务的方式接送。对于居住在隔离
酒店的次密接考生，会用大客车集中

“点对点”接送。
广州公交集团成立了由1200多

名出租车驾驶员及后勤保障人员组成
的“疫情管控区域高考考生交通保障
爱心服务车队”。“的哥”会提前一天通
过预留的联系电话与考生或家长联系
对接，并在考试期间按照约定的时间、
地点等候考生，将考生送达考场。

参与爱心服务的出租车以车队
为单位，每个车队配备10台车辆和一
名专业调度人员。调度服务中心24
小时实时跟踪车辆情况，做好驾驶员
每天保障工作的提醒和监督，一旦出
现紧急情况，立即启动紧急预案。

广州公交集团介绍，这些驾驶员
均已完成两次疫苗接种，经过两次核
酸检测，接受了专门的防疫培训。在
接送任务中，所有驾驶员均要求佩戴
N95口罩、面屏，穿着防护服、鞋套，
做好驾驶员和考生的防护。由专业
消杀服务公司对车辆进行全面消毒。

很多考生家长说：“‘小黄’‘小红’
‘小蓝’，你们太可爱了。” 据新华社

疫情下的广州“迎考记”
新冠隔离病房里的特殊高考

6月7日，广东省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显示出广州市八医
院嘉禾院区隔离病房考点（右上）和省内其他隔离考点。 新华社发

两名考生在广州市八医院的隔离
病房参加考试。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