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德协进中学高三学生小洁在“一

个人的考场“参加高考

糊涂父亲

酒后驾车想陪考

途中冲岗被抓现行

成都商报讯（何政霖 记

者 汤小均）

7日下午3时20分

左右，绵阳安县中学考点外，

一辆现代轿车冲撞管制带，

被交警拦下， 结果发现司机

属于酒后驾驶。 当事司机介

绍，中午和朋友吃饭喝了酒，

想到安县中学陪女儿考试，

没想到被交警拦下。

涂某介绍，他是北川人，

女儿在安县中学考点参加高

考。中午，涂某和朋友一起吃

饭，喝了白酒。下午开考后不

久， 他想在考点外陪女儿考

试，就驾车前往。当看到学校

外的管制带和交警后， 心里

紧张，直接冲了管制带，想迅

速离开， 没想到被交警逮个

正着。

现场执勤交警介绍，在

拦下冲管制带的车辆后，发

现司机满身酒味。经过酒精

测试仪测试， 酒精含量为

68mg/100ml， 属于酒后驾

驶。 因其女儿在参加高考，

交警没有对其进行拘留处

罚， 但给予涂某扣12分，罚

款2000元，驾照暂扣半年的

处罚。

无臂考生：

语文比去年好

时间充足能答完题

昨日15点15分左右，在宜宾第一

中学考点， 一位男考生捂着右手、在

医护人员和监考老师的陪伴下匆忙

走出考场。 据随行的医务人员介绍，

该考生在考试过程中突然遭遇右手

手臂脱臼，被紧急送往宜宾市第一人

民医院骨科接受救治。

大约20多分钟后，脱臼考生在医

护人员和监考老师的陪同下返回考

场。据护送患病男生就医的宜宾交管

一大队民警介绍，经医生诊断，该考

生属于习惯性脱臼， 经治疗已经复

位，可以返回继续考试。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昨天是高考第一天，当所有考生

都在“埋首”奋笔疾书时，一名特殊

的考生却在成都树德协进中学考点

为她设立的专门一间考室里，保持着

挺身立坐的姿势“昂首”答着题，而

在考室外，更有一名医生在全程陪伴

守护着她。

17岁的成都树德协进中学高三学

生小洁（化名），在高考20天前一场车

祸撞伤了她的颈椎，本应该卧床治疗的

她却不想放弃大学梦， 不仅忍着疼痛、

戴着支架继续在病床上复习备考， 学校

还特别为她安排了一间单独考室， 制作

了一张倾斜40度的考试桌。 昨天已顺利

完成两门考试的她， 离自己的大学梦又

近了一步。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摄影 汪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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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彭超再战高考，最后一个走出

考场。在语文和数学考试中，彭超分别用

完了45分钟和36分钟延长时间，顺利地答

完了题，均按规定时间交卷。对此，彭超和

父亲也特别高兴，“感谢有这样的政策，改

变了去年做不完题的局面，这次考试有充

足的时间来答题。”

昨日早上8点30分，彭超和父亲彭昌

富来到了攀枝花七中的考点。 因为情况

特殊，彭昌富也被准许进入考场。来到教

室后， 彭昌富帮儿子摆放好了考试用具

和饮用水、抽纸，并检查了座椅。“因为

他不方便，帮他摆好可以节省时间。”彭

昌富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这次高考中，

彭超坐在教室靠墙的中间位置， 和其他

考生一起考试。“儿子比较独立，他希望

和其他考生一样， 所以就没有申请单独

的考场。”

彭超的考桌只有50厘米高，比其他考

生的桌子要矮30厘米。“在6日看考场之

前，工作人员就为彭超调整好了桌椅的高

度，方便他考试。”彭昌富说，儿子用的桌

子和椅子高度差不多，这样方便把脚搭在

桌上写字。

语文是彭超所有科目中最弱的科目，

而数学是优势科目。彭昌富说，语文需要写

的东西比较多，用脚写的速度比较慢，加上

儿子的身高有1米81， 他只能弓着身子书

写，所以考语文要比其他人艰难一些。

据了解，去年高考，彭超的语文和理

综发挥得并不好，这与写字慢导致时间不

够有一定关系。“去年的考试中，我的语文

作文有一小半没有写及理综的试题都没

有做完，时间完全不够用。”彭超坦言。上

个月，彭超向招办申请，适当延长高考时

间。该申请获批，“允许他在高考中携带特

殊桌椅，每科考试时间延长30%。”

在上午的语文考试中，因为有45分钟

的延长时间，彭超顺利做完了试题，用完

了延长时间，于12点15分准时交卷，走出

考场时表情轻松， 不时与一旁的父亲交

流。“总体来说， 语文考试比去年好得多，

有充足的时间答完题。”

在语文和数学考试中，彭超分别用完

了45分钟和36分钟延长时间，顺利得答完

了题，均按规定时间交卷。在昨日的考试

中，因为昨日高温天气持续，彭超的脚趾

容易出汗，每每书写一段时间，彭超的脚

趾就会出汗， 有时夹住的笔会往下滑，彭

超只能用左脚将笔扶正之后， 再继续答

题。尽管这有些艰难，延长的时间还是让

彭超顺利得完成了试题。

对于今日的理综和英语考试，彭昌富

并不担心，“只要儿子发挥正常，加上今年

的延长时间，成绩肯定比去年好。”

从小脑瘫被列为肢体一级残疾， 手脚

行动不便， 书写速度较慢……眉山某中学

高三女学生陈欣（化名）今年向教育部门

提出申请高考提供“延长考试时间，在该科

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延长30%；优先

进入考点、考场；引导辅助”等共3项合理便

利。申请已获批。（成都商报曾报道）

昨日高考首日，陈欣感觉不错，与之

前的考试不同，由于有了延时30%等便利，

陈欣不但首次工整地答完了语文、数学科

目，两科考试都在延时时间内提前交卷。

语文考试时，在延时的时间内，她工

整地写完了作文，还为作文写了一个好的

结尾。“以前结尾都是很匆忙的。”

下午的数学考试从15时至17时，陈欣

获得36分钟的延时，原计划将用完延时的

36分钟，但17时18分，陈欣就交了卷，因为

数学并非陈欣所长。

成都商报记者蒋麟

昨日11点30分考试时间结束后，考生

离开考场， 守候在外的家长也放松下来，簇

拥着考生离开。可是有一位妈妈，还焦急地

等待在警戒线附近。上午12时，这位妈妈从

考场推着轮椅出来，轮椅上的杨耀鑫借助延

长的30分钟答完了全部考题，表情轻松地表

示：“考得还可以。”据了解，今年18岁的杨耀

鑫是宜宾三中学生。8岁时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

养不良。从那以后，杨耀鑫的生活就离不开轮椅。

听说残疾考生可以申请延时的消息后，杨耀鑫向

四川省考试院填报了“报考2015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合理便利申请表” 及相关

证件、证明材料，申请延长考试时间。申请获批。

妈妈黄智告诉记者， 平时的摸底考试

显示，正常考试时间内语文、数学根本做不

完试题。但高考首日延时半个小时后，杨耀

鑫不但做完了会做的全部试题， 而且还有

时间简单检查了一下。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在今年高考中， 除来自宜宾市第

三中学的男生杨耀鑫因残疾获得四川

省考试院允许延时30%的合理便利，

在宜宾四中参加考试的女生张雪凝

（音）也因视力原因，获准延长30%答

卷时间。 忙于考试的张雪凝虽未接受

采访， 但其上午和下午的考试均用足

了延时便利，走出考场后表情轻松。

据了解，由于视力原因，张雪凝平

时上课需要使用放大镜看书， 考试也

不例外。 因担心正常考试时间内无法

答完试卷， 张雪凝在考前向四川省考

试院申报给予合理便利，获得了批准。

张雪凝获特批每科可延长30%的考试

时间，为不影响其他考生答卷，张雪凝

此次考试被单独安排在宜宾市第四中

学考点的108考室。

“她的父母也允许在考前进入考

场，等到孩子开始考试时，家人被送到

孩子考室的警戒线外。” 据四中考点

一名负责人介绍， 为保证考试的公正

性，108特殊考室依然配备了两名监考

员监考。中午12点20分，结束考试的张

雪凝在家长的陪同下走出了考场，神

色较为轻松，迅速离开了考场。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成都商报讯（记者 蒲康林）

刘伟家住

泸州农村，常年在外地打工。刘伟与妻子李

红有一儿一女，18岁的女儿在泸州一所高

中读书， 眼下正参加高考。 为了陪女儿高

考，刘伟特地从外地赶回，不想路上却出了

意外。5月29日凌晨， 刘伟驾车在达州前往

重庆的高速公路上撞上停在路边的压路

机，致车中人一死一伤。噩耗传来，李红不

知道该如何面对参加高考的女儿。 纠结再

三， 李红最终决定将父亲去世的消息瞒下

来， 让女儿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参加高考

而为了隐瞒刘伟去世的消息，李红还给处

理丈夫事故的警方也讲了情况，因此事故

处理也需待高考结束。

文中人物全系化名

周一出行:

请尽量避开考点路段

昨天是高考第一天，成

都交警出动800余名警力，

600辆摩托车、警车，在全市

各个考点、 各路口路段为高

考提供服务。 面对考生、家

长、监考老师的求助，成都交

警先后5次出动 “畅通高考

服务车”， 没有一位考生因

为交通问题耽误考试。

市公安局交管局指挥室

主任饶小松称，今天（8日）

是星期一，估计7时50分开始

中心城区将迎来出行高峰，

而8时10分至8时50分将达到

出行高峰值。“成都市交管

局指挥中心汇总高考首日各

考点情况，7:30-8:10是考生

到达考场的集中时段。”饶

小松表示， 两个出行高峰的

重叠， 有可能会增加交通压

力。“人民路一线、 滨江路、

人南立交、永丰立交、天府立

交交通压力比较大， 送考车

辆最好避走这些地方。”

成都交警提示，今日，希

望交通参与者采取公共交通

出行， 减少中心城区交通压

力。驾车出行的市民，尽量绕

开考点周边道路， 保证考点

周边道路交通顺畅。“主要

出入城通道口将安排警力疏

导， 对中心城区车辆按实际

交通流量分流、引导，保证中

心城区道路交通顺畅， 保障

考生顺利参考。”

同时， 已在交管部门申

请备案的送考车辆， 全天不

受尾号限行管理。 其他车辆

仍然要按照区域尾号限行措

施出行哦。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无臂考生用完30%延时

终于做完题了

高考首日 我们关注这群特殊的考生

需携带“放大镜”的考生

获单独考室和延时

轮椅考生：

做完会做的题

还有时间检查

脑瘫考生：

两科提前交卷

作文有时间收好尾

1

为陪女高考父亲车祸身亡

母亲隐瞒噩耗

一个人的考场

车祸女孩“昂首”应试

手臂脱臼送医

20分钟后返回继续考试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3

4

一群特殊的考生

在上午的语文考试中，因为有

45

分钟的延长

时间，彭超顺利做完了试题，用完了延长时间，于

12

点

15

分准时交卷，走出考场时表情轻松，不时

与一旁的父亲交流。“总体来说，语文考试比去年

好得多，有充足的时间答完题。”

妈妈黄智告诉记者， 平时的摸底考

试显示，正常考试时间内语文、数学根本

做不完试题。 但高考首日延时半个小时

后，杨耀鑫不但做完了会做的全部试题，

而且还有时间简单检查了一下。

成都商报客户端

高考信息

扫码下载

成都商报客户端

今年高考给他们时间 追踪

高考面孔

提醒

昨日上午，考完语文，父亲彭昌富接到儿子彭超，父子俩走出学校

宜宾轮椅考生

我们都是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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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

■坚持

■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