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7日 9时至11时30分 语文；15时至17时 数学。

7月8日 9时至11时30分 文科综合/理科综合；15时至17时 外语。

学生心声■本报记者 彭德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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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延至7月7日和8日，中考基本上安排在高考后进行

高考延期一月，公平性和考生安全都考虑到了
昨天，教育部宣布，除北京、湖北另行安排

以外，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
（以下简称“高考”）延期一个月，考试时间为 7

月 7 日至 8 日。对此，上海如何准备？疫情当
前，考试设施设备有何应对措施以确保考生安
全？记者昨天独家采访了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负
责人。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 1071万， 较去
年增加约 40万人， 这是继 2009年 1020万人
之后，高考报名人数第三次破千万，为历年最
高。 教育部明确，2020年高考面临疫情防控和
时间推迟等复杂形势，将指导各地重点加强防
疫措施、考试组织管理以及应急准备等三方面
工作。例如，针对高考期间部分地区可能发生
高温天气和自然灾害，各地要切实做好防暑降
温工作和各项预案准备，并组织开展灾害天气
应急演练，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

今年高考后填报志愿和录取时间将较往
年整体推迟一个月左右，本科录取预计在 8月
底结束，专科录取预计在 9 月中旬结束。高校
秋季开学时间也将相应顺延， 预计本科高校 9

月初至中旬陆续开学， 高职院校一般在 10月
初开学。

目前， 各省高三年级的开学时间不同，对
于是否会影响高考公平的担忧， 教育部回应：

我国高考以省（区、市）为单位组织考试和录
取。前期，教育部已对各地开学复课工作进行
专门部署，要求原则上高三年级实行省域内同
步复课。因此，不同省份高三年级开学时间不
同，不会对高考公平产生影响。

针对中考是否相应延期的问题，教育部明
确，中考一般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考试时
间， 以往各地中考基本上安排在高考之后进
行。 考虑到今年疫情防控和延期开学等特殊
情况，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加强省级统筹，根据
本省实际情况确定中考时间， 原则上还是安
排在高考之后进行。同时，教育部将积极指导
各地统筹做好中考命题、 考试组织和教育教
学等相关工作，加强初三毕业年级指导，按照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开齐开足规定课程， 合理
安排复习时间， 保证学生体育锻炼和休息时
间， 同时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防疫一线
人员子女、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特殊群
体关爱帮扶工作。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表示，在贯彻教
育部要求的大框架下，将努力把各环节的工作
做好，特别是满足卫生防疫要求。“春节后我们

已经展开相关调研。”他说，考试现场的设置如
考点安排、 人员停留密度可能较高的入口，以
及测温枪等设备的准备，都在充分考量中。

“高考、中考采用的是设置在中学的标准
化考点， 一般每间教室容纳 25 名—30 名考
生。”他说，根据卫生防疫要求，一旦有需要进
一步增大考生之间的距离来“稀释”，在硬件设
施上，上海也有腾挪空间。

数据显示，去年上海中考，近 8 万名考生
在全市 147个考点、约 3200个考场开考。而去
年上海高考， 约 5 万人使用了全市 101 个考
点。其中的差额，使得“考生稀释”成为可能，在

考试工作人员配备上也有余裕。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标准化考点建设，在
各区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一直在推进。 他举
例，有的区高考、中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用到
的是不同的标准化考点。因此符合条件的考场
还有扩展的空间，这意味着，即使在考生人数
相对较多的中考，上海现有标准化考点也能满
足因卫生防疫要求而可能产生的新需求。

登录市教育考试院网站可以发现，与全国
许多地区一样，本市各类考试仍在平稳有序推
进，同时也为时间上的调整留出了余地。例如，

3月 25日发布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相关通知，要

求 4月开始对 5 月等级性考试和 6 月合格性考
试进行报名。同时指出“如受疫情影响，已公布的
5月份等级性考试和 6月份合格性考试科目和时
间若有调整，将另行通知，并以另行公布的时间
和安排为准”。

2月中旬， 本市宣布 2020年春考仍然保持
“统一文化考试成绩+院校自主测试成绩” 模式，

其中院校自主测试因防疫需要不进行，考生成绩
均以 150分计入，最终以“统一文化考试成绩+院
校自主测试成绩”的高低作为春招的依据，参考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录取。 该方案明确，

“仅在 2020年春招中执行”。

百米冲刺多出30米，这下怎么跑
高三教师建议：做好调整适应，避免倦怠

■本报记者 彭德倩

高考延期消息传来，有人形容“本来摒
牢一口气百米冲刺， 突然多出 30 米……”

这个因疫情防控而加长的特殊冲刺应该怎
么跑？ 本市高三年级资深教师谢老师对于
心理调整和复习节奏， 给学生和家长提出
建议。

谢老师认为，无论是老师教学，还是高
三学生复习、家长配合，都需要围绕两个关
键词———“调整”与“适应”。在她看来，心理
上的调整其实从寒假已经开始， 因为疫情，

不少人对开学延期有一定心理准备。高考延
期导致复习周期拉长，应避免学生产生倦怠
情绪。

从教学节奏把握来看，模拟考对于教师
复习节奏、复习重点的把握，有着“标杆”作
用。去年年底一模已经完成；本应在今年四
月进行的二模，尚无明确信息。这对教学也
是比较大的考验。因此，加强教学规划尤为
重要。

首先，多出的 30天，不是按照原来的节
奏复习完了后把最后一个月单独留出来，

而是要从现在开始， 以复习得更加充分为
目标，把余下的时间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重新对每个礼拜、 每一天的复习计划进行
调整。

其次，除了整体性复习以外，延期一个
月无疑为学生个性化查漏补缺提供了更多
时间。对复习迎考的学生来说，这是机会，也
是挑战———学生的自我认识、学习自觉性各
异，老师也不可能一个一个“面对面抓”，在
这方面的复习效果，不同状态的学生可能会
两极分化。

此外，疫情发展阶段不同，防控措施也
不同，要未雨绸缪。如果高考前比如五、六月
份可以复学回到学校，那么可能将面临又一
次心理状态、复习节奏的调整，这也需提前
准备，加强引导。

面对高考延期、倒计时天数增加，家长
更应保持一颗平常心。谢老师说，目前在线
学习的状态， 使得孩子和家长接触的时间
更长了、距离更近了。在日常相处中，家长
应多动一点脑筋加强亲子关系建设， 因为
这个关头孩子听不听你的话， 往往就取决
于此。

家长虽然是高考过来人，但当下是高考
的“旁观者”，此刻，陪伴应多于责备和要求。

为孩子做些打印卷子、调试网络等更为实际
的事，可能对他们的帮助更大。

考生吃了颗“定心丸”

昨天，高考延期的时间定了，高三学生群顿
时热闹起来，虽然反应不一，但大家都定了心。

多一个月多一分把握
华师大二附中学生俞岑桦是开心的。对她而

言，因为多出一个月复习时间，自己离梦想中的
学校又近了一步。“那些有清华北大水平的同学
早已胸有成竹， 他们就算现在高考也没有问题。

但是对我而言，多一个月时间可以让我更多一分
把握。”俞岑桦的目标是复旦大学。去年年末，小
俞曾申请参加昆山杜克大学的面试，但因种种原
因与这所大学失之交臂———这意味着她的学习
和备考计划将重新调整。

对小俞而言，这个学期的线上课程和在学校
并无太大不同。“我们每个星期都有语数英和 ‘小
三门’的小测验，还有线上考试，老师通过摄像头
‘云监考’。”小俞说，线上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要
求所有学生打开摄像头，还时不时点名回答问题。

“最后一个学期其实就是拾遗补阙，我跟着老师的
节奏做好作业，尽量搞懂每一道题，感觉很踏实。”

虽然每天都有线上课程，但小俞说，对高三
学生而言，更多的是考验自己的自控力和自律能
力。“在家里学习，我感觉压力没那么大，线上上
课也节约了时间，我希望用这多出来的一个月为
自己的梦想全力以赴。”

希望回学校复习迎考
盼着早点回学校复习迎考， 也是一些高三

学生的心愿。 陆仪琳是控江中学高三学生，这
周， 她将迎来线上上课后的第二次测试。 小陆
说，在学校可以随时提问，也能及时得到老师解
答，如今远程教学，有问题要给老师留言，老师
有那么多同学的问题需要一一解答， 效率相对
低了一些。

小陆和一些同学现在最期盼的是回到学校
去。“到学校上课会有一种紧迫感， 氛围也更好，

希望疫情赶紧结束，能和同学们一同复习迎考。”

她说，“这个高三对我们来说太特殊了，但这也是
一次宝贵的人生经历， 我想我会记得一辈子。高
考延期与否，对我来说区别不是很大，复习到现
在这个阶段，差一个月没有太多不同。我和同学
们希望考场里有空调，毕竟上海的 7月太热了。”

备考期间学会蛋炒饭
“听到高考延期一个月， 我顿时松了口气！”

延安中学高三学生张燕杰说。虽说居家在线学习
不能直接与老师面对面，但在上海市统一的“空
中课堂”，小张看到了自己的语文老师申龙，她主
讲高三语文第一课《阿 Q正传》。

备考期间，小张每天7时30分起床，23时30分
睡觉。如今居家在线学习，午餐的事靠自己，他还
提高了自己的厨艺。蛋炒饭、糟溜鱼片等，一周五
天的午饭， 要动脑筋翻花样。“有时候家长为了我
们能有更充裕的时间投入到学科学习中， 容易忽
略成长过程中的其他能力培养。我自己做饭，不仅
提升自理能力， 也在学习间隙调剂了紧张情绪。”

他还坦言居家学习节省了通勤时间， 平时在校学
习，来回路上至少需要45分钟至1小时。

如今， 父母最担心的还是他试卷上的字迹。

“爸妈担心字迹不好，容易被扣分。”每天晚上的
餐桌上，小张和父母交流一日学习情况。当他偶
尔抱怨备考时机不巧时，妈妈总是劝慰他，“自己
高考时，一家三口挤在一间房间里，父母在看电
视，自己一个人在一旁学习。现在的孩子能有单
独的房间学习，条件已经够好了。”每每听到这样
的话，小张的情绪就舒缓了不少。

公平荩荩荩

我国高考以省（区、市）为单
位组织考试和录取。不同省份高
三年级开学时间不同，不会影响
高考公平。

省内同步复课确保公平

考点荩荩荩

一般每间教室容纳 25名—

30名考生。 一旦有需要进一步
增大考生之间的距离，上海也有
腾挪空间。

标准化考点能满足要求

■本报记者 龚洁芸 许沁

新华社 发

2020年全国高考时间安排

一名高三
学生在家跟着
网课学习 （3

月 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