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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 广州中考7月10日~12日举行

学生备考要把握节奏，家长应少唠叨多陪伴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院长方晓

波表示， 中考延期不是“长跑又

多跑一程”， 而是发令枪尚未打

响。 到 7 月 10 日正式开考， 还有

十几天的复习时间， 如何有效利

用好这段时间？

方晓波介绍， 对各区教研机

构和学科教研人员， 市教育研究

院提出了明确的“三段式”

（三

个

5

天）

备考节奏调控和下校指

导要求。 要关注变化， 再次关注

并研究新中考各学科的题型、 分

值和相关要求的新变化。 如新增

历史科考试， 分值为 90 分； 政治

闭卷考试， 与历史合考不合卷；

语文增设附加题， 鼓励学生多阅

读。 保持稳定， 体现适当坡度和

区分度应是全国各地中考恒定的

要求。 适当增加套题和重难点试

题的精讲精练， 模拟真实考试情

境， 强化限时完卷和规范答题训

练。 善于利用线上学习研讨的优

势， 解决备考复习中遇到的困难。

线上备考是新方式， 线上教研也

会更迅捷有效， 教研人员可以多

加利用。

对家长而言， 此刻， 少唠叨，

多陪伴， 相信孩子比什么都重要。

不要向孩子传递“为什么不早点

结束” 的想法。 这个想法是不好

的假设， 是在说， “多了复习时

间也没用”。 余下的时间， 学校会

安排系统的复习备考内容， 也会

安排 30%~50%的时间给考生自行

安排。

对于考生而言， 要节奏控制。

第一个 5 天为查漏补缺式的复习

备考启动阶段， 强调自律和行为

定型； 第二个 5 天为内心强化式

的自我调整阶段， 强调对照新科

目新题型训练； 第三个 5 天为冲

刺稳固式的冲刺阶段， 强调对应

缺漏点和薄弱科， 反思自省， 整

体感知， 形成最佳考前状态。

同时， 建议每位考生要做逐

天的时间安排表， 明确任务， 规

划好复习课， 自我复习、 个体运

动、 睡眠节律， 力求形成肌肉记

忆， 回归内心平静。

此外， 做好心理调适。 要正

视变化， 回归内心， 一切向内求，

不乱于心。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昨日， 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邀请市教育局、市教育研究院等部门以及

心理学专家发布 2021 年广州中考安排等情

况。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陈敏生介绍，经过综

合研判、多方评估，广州市定于 7 月 10 日至

12日举行中考。

中考前如何备考？

考生要注意把握节奏

中考是很多学生第一次面对的大型

选拔性考试，不仅学生可能会因为考试产

生紧张焦虑等情绪波动，很多家长甚至感

觉比孩子还要紧张焦虑。 中山大学心理学

系副教授、广州市教育研究院考前指导小

组心理学专家穆岩表示，问题在于“学生

和家长只盯着一个狭小的局部”。

穆岩说，为考试做准备，绝不是单纯

地背书复习，而是要整体地做调整，他将

此归纳为考前的“精气神”。

穆岩分享了一些具体的技巧。 在养精

保证身心健康基础的方面， 对于学生而

言，要优先形成稳定生活节律，按时按量

安排运动，按时按点睡觉起床。 而对于家

长而言，要做好后勤， 协助孩子把身心节

律稳定下来。 在饮食营养方面， 注意均

衡搭配， 不要刻意在考前大补， 反而带

来了改变无法适应。 在睡眠方面， 家长

可以帮助孩子留意一下睡前的习惯， 避

免睡前长时间看手机， 保持良好的睡前

卫生习惯。

在顺气方面，关键不在于避免负面情

绪产生， 而是要在产生了负面情绪之后，

选择合理的建设性的方式来纾解情绪。 合

理的建设性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一条就是

把家庭当作一个整体， 大家多沟通多交

流。 焦虑也好生气也罢，很多负面情绪憋

在心里就可能剪不断理还乱，而说出来的

过程本身就是在梳理情绪，也是一种健康

的宣泄。

在凝神的部分，提醒大家要抓住思维

上的关键，把考试看做教育的一部分。 多

关注自己在应对考试的每一个时间节点

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在考前一晚要

怎样安排，什么时间睡觉；在考试当天早

上怎样让自己起床，起床之后要做些什么

活动让自己真正清醒起来；在出发去考场

的时候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清点好哪些物

品，针对防疫的一系列检查措施，要提前

在头脑中做好演练。

而在进入考场坐在座位上之后，也要

准备好该做什么样积极的想象，否则就容

易出现浮想联翩，“做白日梦导致分心无

法进入专注状态”。

“对于家长群体， 思维的关键只有一

个，那就是要时刻想清楚，不论考试结果

如何，孩子总还是自己的亲骨肉，感情是

不会因为成绩而变化的，同时不论去了什

么样的学校，教育总是在继续，只要我们

不放弃努力，总是有学习的道路等着我们

去开拓。 ”穆岩说，家长带着这个信念才能

避免比孩子还焦虑的状况。

如何有效化解焦虑？

专家建议注意“精气神”

同时提醒各位考生， 持续做好健

康监测并申报， 在考前 4 天内进行核

酸检测。 其中在校考生由学校统一组

织检测， 社会考生自行到社区或医院

进行检测。 如发生异常情况， 要及时

联系所在学校或报名点， 提供准确信

息。 考前 3 天登录中考服务平台自行

打印准考证。 如因各种原因未能打印

准考证， 或赴考途中发现漏带， 或丢

失准考证、 身份证， 可直接到考点向

工作人员求助， 现场打印准考证， 以

免耽误考试时间。

各位考生密切留意市招考办官网、

官微发布的中考信息和手机短信。 各区

招考办、 市招考办将公布热线求助电

话， 考试期间将保持24小时专人接听。

考生考前两天可在线上进行“云踩点”。

要增强防护意识， 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保持良好卫生、生活习惯，安全出行，减

少聚集，保持社交距离，学校和居住地

“两点一线”。

最后，特别提醒所有考生调整好心

态，把握好节奏，安心复习备考。 提醒广

大家长， 理解支持全市疫情防控要求，

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营造轻松的家庭

氛围，让孩子静心备考。 也呼吁社会各

界，共同努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和谐宽松

的考试氛围。

各考点将进一步做好考务相关准

备。 按照既定方案， 落实备用考场设

置、 考务保障等各项准备。 严格落实

考务人员 3 个“百分百”， 即考前 14

天健康监测、 考前 4 天内核酸检测、

接种两针新冠疫苗 3 个 100%。 规范做

好考试防疫工作， 备齐备足考点防疫

物资， 加强考务人员培训和防疫全流

程模拟演练， 确保考务工作人员全面

掌握防疫基本技能和考点内应急处置

流程。 做好考前“云踩点”， 因地制宜

为考生提供暖心服务， 特别关注特殊

考生。

各学校将严密组织师生管理服务。

指导好考生复习备考， 把握好备考节

奏，针对中考延期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复

习备考安排。 特别是加强对线上备考考

生的指导，落实“一生一案”，专人跟进。

精准掌握考生的健康状况和动态等信

息，安排专人负责，实施动态更新。 特别

是密切关注滞留外地市考生的相关信

息，并及时跟进指引。 加强考生诚信教

育。 做好考生答题规范性的相关培训，

教育和引导考生自觉遵守考试纪律，自

觉抵制违纪违法行为。 加强人文关怀。

关心了解考生身心健康状况，有针对性

开展心理疏解和辅导， 缓解考生压力，

尽量减少疫情对考生的影响。 同时加

强对一线教师的关心关怀和考后师生

服务管理。

考前4天全部进行核酸检测

据介绍， 今年全市共有 90544 名

考生报名中考， 来自 491 所学校和

少量社会考生， 考务人员约 1.6 万

人， 共设置考点 161 个。 目前， 所有

考务人员已经全部接种新冠疫苗， 6

月底前将 100%完成两针接种。 所有

考生和考务人员参照高考要求， 已

连续进行考前健康监测， 并将于考

前 4 天全部进行核酸检测。 中考相

关的考务正在有条不紊推进， 包括

为每个考点配备防疫副主考、 医护

人员、 疫情防控和安保措施等， 都

将参照高考的标准进行保障。 各考

点按考场数 10:1 设置备用隔离考场，

每个考点不少于 3 个。 核酸检测结

果阳性 (

含确诊病例 、 无症状感染

者、 核酸初筛阳性

) 考生仍将安排在

医疗救治场所考点考试。

严格落实考务人员3个“百分百”

考生考前两天可在线上“云踩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