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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附中高三五班班主任给学生竖起了大拇指，祝

福他们高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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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据气象部门

预测，高考(

端午

)期间，受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

影响，多雷阵雨，气温逐日上升，天气趋闷热。

气象部门提醒，考生赶考、市民看龙舟须防雨

防雷防晒。

据广东省气象局预测，今年高考期间

（端

午假期）

，广东无热带气旋影响，出现大范围持

续性极端暴雨天气的可能性较小，但气温逐渐

回升，转趋闷热，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市县易

发雷雨。 广州市气象台预测，受副热带高压逐

渐加强影响，6~8日，全市多云为主，有雷阵雨，

雷雨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7级左右阵

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逐日上升，天气趋闷热，

部分地区可能出现35℃左右的高温。

为此，气象部门提醒，高考考生要做好应

对暴雨的措施，提早出门，以防被堵在半路上；

应对高温，带备清凉油、防暑药；应对雷电，出

行避开树木、铁塔，不带金属物品，关好门窗；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查询天气预报，尤其是考

点的天气预报，今年全省考点天气预报可以通

过“广东天气”公众号等途径查询。

高考前学校多种方式为考生舒压鼓劲，有班主任“最后一课”寄语学生，愿你———

眼里有光心中有爱 肩上有责脚下有路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庞泽欣 通讯员 梁苏健 庾志成 张恒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除署名外）

明日将迎来高考。 考前考生们如何减压？ 学校和家长如何为

他们鼓劲加油？记者走访市内多所高

中，发现各校都在考前为考生们举办

了一些暖心又励志的校园活动，例如

广雅中学举行高三合唱， 广铁

一中以团体心理辅导方式为考

生考前舒压， 还有广大附中感

人泪下的最后一课， 给考生们

送去祝福和力量。

广大附中：

最后一课表达

感恩释放情绪

昨日上午 10 时， 广大附中大学城

校区师生员工齐聚校道两旁， 给即将

踏入高考考场的考生们送去祝福和力

量。

雄狮舞动鼓声隆隆震天响， 在激

昂的音乐声中， 全体高三师生列队再

走一次熟悉的校园。 高三级长黄桂林

老师手擎广大附中的校旗， 队伍从学

生宿舍楼出发， 沿着校道依次走过食

堂、 行政楼、 教学楼、 信息楼、 操场

……各年级的学弟学妹们早已等候在

两旁， 每经过一个年级， 都是热情的

欢呼和祝福。 同学们喊出响亮的口号，

脸上洋溢着如夏花般绚烂的笑脸， 显

现出他们高考必胜的豪情壮志。

10 点 40 分， 随着上课铃声响起，

广大附中高三 （5） 班的同学迎来了高

考前的“最后一课”。 国防班训练、 运

动会、 生日会、 晚自修……课室里播

放着一张张照片、 一段段视频， 高中

三年像放电影一样呈现在同学面前，

同学们看到从前的自己， 教室里不时

爆发出阵阵笑声。

班主任朱桂静还没开始说话， 眼

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她哽咽着说：

“今天的主题‘一路有你， 所向披靡’

是一次大考后班上一位学生写给我的

留言， 让我颇为感动。 作为班主任，

每次听到其他老师夸你们‘温暖、 可

爱， 有责任、 有担当’ 我就觉得， 三

年里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这三年来，

我们是师生， 更像是家人是朋友， 有

时候我是你们的贴心大姐姐， 有时候

向唠叨的老母亲， 有时候是和你们一

起聊八卦， 畅谈未来的朋友。 愿你一

直眼里有光、 心中有爱， 肩上有责，

脚下有路。”

不少同学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多少回忆浮现脑海， 万千真情在此升

华。 朱桂静表示： “最后一课要好好

告别， 表达感恩。 同学们带着感恩走

入考场， 下笔更有力量。 最后一课哭

不丢脸， 希望同学们心中有大我， 不

仅成绩优秀， 还要学会释放情绪， 有

幸福的能力。”

广铁一中：

团体心理辅导，冥想舒压

据记者了解，其实学校为考生

举行的减压活动是分阶段进行。以

广铁一中为例， 在考前一个月，学

校聘请南方医科大学教授进校园，

为考生讲考试策略课以及进行考

前心理辅导。 在考前一周，针对有

的考生可能会出现考前紧张焦虑、

失眠等情况， 学校心理中心举行

“初高三临考舒压团体辅导”。

临考舒压团体辅导是每场 30

人的小型心理辅导， 考生自愿报

名。 据该校心理老师郑晓虹介绍，

不是所有考生都会过度紧张焦虑，

有些紧张焦虑是刚刚好能促进考

试发挥， 但有的学生会过度紧张。

辅导课上，郑晓虹为考生分析临考

前可能会出现的心理状况，以及如

何理性应对，再让考生冥想考试当

天的情景，之后学生会做一些类似

瑜伽的肢体放松。“冥想的效果是

比较好的，很多学生冥想完都会有

一些不同程度上的情感释放，例如

有的同学会哭会流泪。 ”郑晓虹说

道。

广雅中学：

师生合唱，为备考注入动力

“感恩·责任” 是广雅中学高

三德育的主旋律。 上月底，广雅高

三师生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向

祖国深情表白。

伴随悠扬的歌声， 师生共同

划出了同心圆， 一面巨大的红旗

快速铺开，全体师生高喊“我爱你

中国！ 我爱你广雅！ ”声音响彻云

霄。 这是高三师生对祖国深情的

祝福，是广雅人砥砺奋斗的力量，

更表达了新时代的广雅学子学成

致用、许身祖国的决心与志向。

该校高三学生许润瑜说：“这

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忘

的经历，对于高三学子来说，能够

参加一次这样的活动， 为我们的

高三生活增添色彩。 ”该校老师教

师表示，距离高考还有 18 天之际，

高三师生利用拍毕业照的间隙激

情澎湃全心投入到歌唱中， 既是

一次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又给

紧张的备考注入了新的动力。

白云中学：

老师送“爱心汤”，考前一周集体放松

同样地， 考前一个月开始，白

云中学就为高三学子“送汤送爱

心”，每周二、周四，该校校长凌伟

新、副校长苏玉秋和全体高三教师

将一碗碗“爱心汤”送到学生手中。

有趣的是， 为了鼓励学生努力拼

搏，每一顿汤都会根据其中的材质，

取上一个激励或吉祥的名字，如“王者

归来汤”“扬眉吐气汤”“马到功成汤”

……“爱心汤”深受考生欢迎。

考前一周，白云中学高三师生

汇聚操场，越障碍、老鹰捉小鸡、摘

芒果……该校负责人表示：“此时

学生经历了长时间的紧张备考，身

心比较疲惫，我们要让学生身心愉

悦起来，才最有利于备考。 这次师

生们玩得非常开心，活动取得满意

效果。 ”

专家建议：

对于考生考前舒压， 广铁一中心理老

师郑晓虹建议：

一是考前保持平时的生活习惯， 例如平

时是晚上 11点睡觉，考前也 11 点睡觉，不要

熬夜刷题；平时吃什么，考试也吃什么，不要

过分进补。

二是正确认识考前失眠， 不少考生考前

会出现失眠， 其实短期失眠对考试状态不会

有很大影响，不用过分紧张。

三是进行题感的练习，例如早上 9点

开始考语文， 考前几天可以在早上 9

点做一下语文卷子，让自己

练习一下在这个时间

进入考试的状态。

天气

高考期间多雷阵雨

考点天气可查询

考前保持平时生活习惯

▲

白云中学考生

摘芒果舒压。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