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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学弟学妹们、家
长的祝福充满创意，也十
分暖心。

中考前，衢州华茂外
国语学校初一初二的学生
们为即将中考的学长学姐
准备了祝福寓意的可乐、
横幅、笔以及印有中考必
胜的口罩。他们还利用社
团课，做了栩栩如生的“锦
鲤”鱼灯，做出“鱼跃龙门”
的姿态，陪伴考生们一路
进入考场。

6月 22日上午 10点 45
分，第一场考试还未结束，
衢州市白云学校考点里，
食堂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
给考完试的同学们送点
心。推着车来到备考室附
近，担心推车的声音太大
会吵到考场的考生，两位

阿姨就弃车并抬起装满点
心沉重的筐子，为同学们
送至备考室。“希望他们考
完试回到教室里，就能吃
到点心，心情好、身体好，
才能把试考好。”两位工作
人员笑着说道。

在菁才中学考场外，还
有一群学弟学妹在考试时

“陪考”。“我是自己报名做
考场志愿者的，在学长们考
试前，我们帮忙打扫考场卫
生，考试时，我们在考场外
一边学习一边‘陪考’，如果
学长需要上厕所或者忘拿
准考证、文具什么的，我们
也可以帮忙跑跑腿。”八（6）
班叶子同学告诉记者，提前
感受了一把中考的紧张气
氛，相信明年自己中考时会
更从容。

中考首日，细数考场外的温暖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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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填报志愿前考生和家
长要做哪些功课准备？

①了解规则，掌握我省招生
录取的相关办法和规定，知晓自
己所在类别的志愿设置和相应
投档录取规则；

②成绩揭晓前参照自己估
分、成绩揭晓后参照自己位次，
结合 2021年《浙江省普通高校
招生投档及专业录取情况》，认
真分析自己所在成绩区间内的
院校和专业等相关录取信息；

③结合阳光高考网的专业
查询，了解专业的开设课程、考
研方向、就业方向等内容。

④结合各高校的官网和招
生网站，了解高校的实际情况。

院校、专业、城市如何选择？
全面了解城市、院校、专业

后合理评估和抉择。优秀学生
建议优先考虑院校。如果对自
己的职业规划有明确方向，如当
老师、医生则应该考虑专业。金
融、经济、人工智能等，则应该选
择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为宜。

如何辨别高校的层次和专
业实力？

C9>985>211> 非 985、211
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省属重
点高校>普通公办高校。越靠
前，办学实力越强。各大学的专
业实力可以百度搜索“第四轮学
科评估结果”查看。

如何选择“冲一冲、稳一稳、
保一保”的区间？

参照以往的录取数据，按照
高考分数、按照位次，比自己分
数高的学校选取一些作为“冲”，
自己差不多的作为“稳”，比自己
低的作为“保”。具体区间考量

要视考生所在层次而定。

达到什么样的分数，可以考
虑C9\985\211高校?

根据往年的高校录取情况，
建议：

文科类 650分以上首选C9
高校，627分以上首选985高校；

如选考科目含物理 645分
以上首选C9高校；选考科目含
物理624分以上首选985高校；

家庭条件较好、选考科目含
物理，603分以上首选 985高校
中外合作项目。

如果高校有新开设专业，前
几年均没有录取数据可参考，这
时候该怎么填报？

①往年相似专业。新专业
可能是往年的部分专业重组后
招生的，往年相似专业很具有参
考性；

②参考院校的录取最大值
和最小值。

填报志愿时的特别提醒
①注意时间节点，不要记错

时间，不要临近结束才开始填报。
②没有上一段线的考生要

注意提前批有权限填报相关志
愿，自己在二段时要关注招生指
标的剩余情况；

③每一项填报的平行志愿
都要确保符合报考条件，建议对
照目标院校招生章程逐一核对。

江山市石门初中考点，老师们手举“加
油牌”，为学生加油，考生在老师的祝福中，
奔向考场。 通讯员 毛芳汀 摄

衢州市菁才中学，一位家长给每位同
学送了一枝向日葵，祝福“一举夺魁”。

衢州市菁才中学，老师送考时合影留念。

在江山市城北中学考点，学生踏着红地毯入场，学校老师特意穿上红T恤，希望把好运
带给孩子们，学弟学妹们举起闪光“加油牌”，把最好的祝福送给考生。 通讯员 王曦子 摄

6月22日，衢州市

中考第一天，2.3 万余

名考生跨入考场。

上午，记者奔赴

衢州市菁才中学、衢

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

团锦溪校区、衢州华

茂外国语学校、衢江

区第一初中，记录中

考首日的校园百态。

考场内，莘莘学

子为梦想起笔。考场

外，老师和家长、学弟

学妹的祝福为这场考

试带来了许多温暖的

色彩。

老师花式送考
有班主任说“比自己考试更紧张”

上午8点20分，衢州市
菁才中学教学楼内，有的班
级回荡起了歌声，有的同学
齐声喊起了口号。班主任
们统一穿上“梦圆菁才”的
红衫，与考生们击掌、拥
抱。目送考生进入考场后，
班主任们还舍不得离开，纷
纷在考场外合影留念。

“这是我带的第一届
毕业班，感觉自己比学生
还要紧张！”九（2）班班主
任冯爽告诉记者，她把与
学生相处的三年岁月融合
成了特殊礼物，给学生们

准备了 3 个“惊喜”，等他
们考完后，可以第一时间
分享喜悦。送考前，九（7）
班班主任徐丽燕与班里的
每位同学都单独合影，并
且送上专属手写祝福：“希
望每位同学都能超常发
挥，考出好成绩。”

为了鼓励学生信心满
满地参加中考，衢江区第一
初中的老师们今天统一穿
上了红色T恤，担任班主任
的女老师还特意穿上了旗
袍，寓意中考旗开得胜、开
门红。

助考巧思不断
“佩奇”、向日葵也来加油

为了增加考生们的“小
确幸”，许多老师巧思不断。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
集团锦溪校区九（3）班的
老师们为学生准备了牛
奶、小猪佩奇系列胸针、磁
性书签，寓意“中考牛牛
牛”“五科全佩齐”“签订理
想高中”。

九（10）班的老师为每
个考生都准备了“三元”红
包为中考助力，并在教室的
黑板上写了红包的寓意：

“愿你三元及第，愿你笔下
生辉，愿你考的都会，愿你
蒙的都对，愿你所遇皆你所
求，愿你所得皆你所愿”，考
生们开心地举着红包合影，

留下考前的珍贵一刻。
在衢江区第一初中，每

个毕业班都在自己教室外
墙上挂上了自己班级的“专
属”横幅，并留下每一位同
学的亲笔签名。每个教室
门口正中挂一串粽子，写上

“高粽（中）”字样，当同学们
走出教室奔赴考场的时候，
用头顶一下粽子，寓意“一
举高中”。

菁才中学九（1）班，一
位家长送来一束灿烂的向
日葵，每位同学都分到一
枝，寓意“一举夺魁”。有考
生说，向日葵让自己紧张的
心情缓解了不少：“我有预
感，今天一定会很顺利。”

学弟学妹的送考有创意
还有他们的陪考很温暖

柯城区书院中学，美术老师洪熠特意为初三
年级在洒金的大红宣纸上用书法手写了祝福语，
点画有力、墨韵飘香。 通讯员 欧阳甸甸 摄

中考第一场考试结束，衢州华茂外国语学校考点，考生笑着走出考场。通讯员 刘惠震 摄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锦溪校
区，每个初三教室门口悬挂粽子，让考
生们头顶粽子赴考场寓意“一举高中”。

如何更精准填报高考志愿？

第三场衢报2022考试季
直播精华内容在此

记者 尹婵萱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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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19:30，“乘风助梦·直上青云”衢报2022考试季大型公
益系列直播举行了第三场直播。

衢州一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中心主任谌涛、副主任王海芳走进
衢报直播间，为大家提供如何更精准填报高考志愿的实用建议。短
短一个多小时，直播间涌进了5万多人次实时观看。在评论区，许多
考生与家长都积极留言互动。

记者精选了本场直播的精华内容，供大家“复习”——

为培养和提升青少年的创
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日前，常山县教育局和科学技术
协会联合举办首届RoboMaster
机甲大师青少年系列赛。

据悉，本次比赛分小学组和
中学组，共有来自于全县各学校
的40支参赛队伍、150余名学生
参加比赛。比赛分为蓝方与红
方2组，以4V4的形式进行循环
赛制，通过操控机器人发射弹丸
攻击对方机器人或基地，实行战
术射击对抗。比赛过程中设有
工程机器人取弹、步兵机器人巡
线导航、步兵机器人激活能量机
关、空中机器人基地破甲等多种

任务。
据了解，RoboMaster 机甲

大师青少年挑战赛，是大疆教育
继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竞赛 Ro⁃
boMaster机甲大师赛办赛五年
后拓展至青少年群体的全新尝
试。比赛中，青少年们用专业的
编程算法、熟练的机器人操作，
呈现出一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
精彩对抗赛。

“本次大赛使用自主研发或
改装机器人参与分组对抗，通过
竞赛的形式考查学生的临场反
应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常山县教育事业发展中
心主任徐旗介绍说。

常山县举办首届机甲大师
青少年系列赛
通讯员 郑璐 王润梅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