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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高考
时，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首批“00 后”步入
高考考场。随着成功
路径越变越丰富，也
许高考对于改变学子
命运的扭转作用正在
渐渐减弱，但不可否
认的是，它的影响力
和重要性依然存在。
对于很多人来说，高
考依然是一件毫无争
议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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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热气腾腾都终将成为光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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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四万多名考生参加高考
■ 本刊记者 吴凤思/文 刘家/摄

jjrbcjzk@163.com

6 月 7 日，高考的第一天，天气晴好，晴
阴之间的多云天，还夹杂着丝丝微风，不凉
也不热，给临考学子的心情平增了几分愉
悦。据悉，今年我市共有 41917 名考生考
试，参加全国普通高考的考生有 40160 人，
以“三校生”身份单独报考高职类院校的考
生有 1757 人。九江市直浔阳考区共设四个
考点，228 个考场，共有 6708 名考生分别在
市一中、市同文中学、市三中、市六中四个考
点参加考试。每个考场外，都有不少家长陪
同考生早早地在等候着，这里面有关于美好
的期待，
但更多的还是爱的鼓励。
早上 7:50，长江周刊记者来到了九江市
同文中学考点，已经有不少学子站在校门外
候考，甚至有不少家长做好了整场陪考的准
备。
“ 高考，毕竟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件大事，
我们有条件就陪同一下，以家长的身份，和
孩子一起亲历下高考，也有一种不一样的体
验。”市民余先生告诉记者，目送孩子走向考
场，也会回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而现如今
这些都已成为一段光阴的故事。
同样比学生更早来到考场的还有爱心
送考的志愿服务人员，以及公安、城管、监考
老师等工作者，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守护
着这场大考。
市交警支队二大队队长张江平年年高
考都在交通第一线指挥道路通行，已经持续
了十余年时间，但 2018 年高考，对于他有些
许不同，他的女儿今年也参加高考。
“我女儿
在六中考试，我在同文中学考场外维持交通
秩序，这是我的工作，这项工作也做了十多
年了。”张江平说，
“我女儿由我爱人送考，我
虽然没有办法送女儿去考场，但我在为高考
服务，也是在为像我女儿一样的万千考生服
务，我会在心里为女儿加油。”
今年是浔城志警第二次参加高考志愿
服务，他们早早赶到一、二、三中各考场外，
为考生准备了文具、药品、水等应急补给物
资。6 月 8 日上午，
浔城志警综合部部长潘钧
在市同文中学考点附近巡逻执勤，
发现了一辆
私家车想要通过管制路段，
上前询问后得知车
内有一小孩突发高烧不退，
一家人心急如焚，
因为不是本地人，
对九江管制路段情况不熟悉
而走错了车道。潘钧了解情况后，
立即用警车
开道，
把孩子及时送到市妇幼保健院。
实际上，对于高考，只是考生成长路上
必经的一段路牌，而人生的风景有很多种不
同的美，高考结束后，考生们如果想要认识
社会接触社会，参加社会服务工作，帮助别
人提高心理防线，也帮助自己了解心理防范
知识，可以去到浔城志警，做一些体验工作。

为认真落实江西省教育系统作风建设会议
有关精神和九江市教育局作风建设工作部署，进
一步加强九江市六中校风、教风、学风和领导作
风建设，6 月 5 日下午，九江市六中在仰善楼四楼
会议室召开了作风建设动员会。
会上，九江六中校长梁明校长传达了省、市
有关会议精神，并就九江市六中出台《九江市六
中作风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背景做了说明。梁
明在《九江市六中作风建设实施方案》的基础上，
结合六中的实际情况，梳理了九江市六中工作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六点要求：一要澄清
对国家公职人员和人民教师的身份属性的认识；
二要负担起自己的岗位责任，认真履职；三要常
思进取，不甘平庸；四要钟爱学生，为人师表；五
要有法制观念，有底线意识；六要有实干精神，要
有把工作做好的品质与能力。九江六中党总支
宋茂炎书记在总结中讲到，作风建设自上而下，
作风关系到行风，关系到学校形象，关系到工作
效率，关系到教育质量。希望全体教职工高度重
视，认真查摆思想、作风和工作上存在的不足，全
体党员干部教师要以身作则，做出表率，切实把
自己工作作风立起来，做一个真正能够自律的高
素质的知识分子，维护好教师的形象，办好六中
教育。
（彭小喜）

九江农商银行东门支行
举行
“小小银行家走进农商行”
活动

6 月 2 日，九江农商银行东门支行迎来了 8 名
特殊的“小客户”，这些小朋友是来该行实地体验
银行职员相关工作的。
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的理财能力，引导孩子树
立正确的金钱观，九江农商银行东门支行举办了
“小小银行家走进农商行”金融体验实践活动。
当日上午 9 时开始，8 名小朋友倾听了关于货币的
知识，学会辨别真假币，现场学习了点钞的手法
和技巧，并进行了点钞比赛，之后参观了东门支
行的服务设施。在讲座环节，零花钱该怎么花？
压岁钱怎样管理？小朋友们如何理财？这一连
串的问题引起了小朋友们及家长们的浓厚兴趣，
东门支行的大堂经理进行了精彩解答，还系统地
讲解了货币的演变发展过程、储蓄卡和信用卡的
区别以及随着科技发展出现的智能银行等，让小
朋友们了解基础的金融知识和理财管理理念。
最后，
小朋友们将自己在银行的所见、
所感、
所想
融入了共同创作的一幅图画里。
（罗羲璞）

九江三中政治老师押中高考 12 分文综题
■ 本刊记者 吴凤思
“今年文综试题上有一道政治题感觉特别
熟悉。”
“对对对，就是第 39 道题，咱们‘东哥’两
周前刚刚讲过类似的题目。”
“还好我有认真听
讲。当时的题目是运用所学政治知识，说明宪
法修改过程是如何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记得‘东哥’讲得特
别详细，
把如何作答、
得分要点都一一分析了好
几遍，
也强调了好多遍。
“
”高考一道材料题刚好
就考了一样的题目，
好像有 12 分，
感谢我东哥。
”
6 月 8 日上午，高考文综、理综考试结束后，九江
各考点的考生陆续走出考场。几位考生在考场
外相遇，
激动地讨论起今年的文综考试题来。
原来，他们的政治老师押中了一道 12 分的
材料分析。学生们口中的“东哥”是九江市第
三中学高三（10）班的政治老师查东。他也是
高二年级励志班班主任，还兼带高二年级 985
文科班政治。刚巧一道考察宪法修改如何体
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材料分析题，查东
老师就在最后两周的时事热点课上用课件形
式给学生做过详细的讲解。
“我特意用了几节课的时间，找了些时政
热点题，给学生们做冲刺训练。”查东说，
“当
时，也是想着多找些可能会被考察的题目，加
强学生们的记忆。
”

今年“押中”的这道高考题，就源自查东老
师的这堂时政热点分析课。
他利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搜罗全国各地
的考试题目，大概浏览了数百道题目，分析精
选 出 二 十 余 道 题 ，再 制 作 成 课 件 ，讲 给 学 生
听。连续五年带高三毕业班，也让查老师养成
了每年都找些题来预测一下高考题的习惯，几
乎每年都会有题目押中，概率非常高，被学生
们戏称为
“神算子”
。
对于高考政治而言，知识点很多，所以考
点也多，什么样的考点会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
考察，都是一个一个的问号，如何运用所学的
知识点对不同考察方式进行作答，更是政治考
试的难点所在，也是命题人需要费脑筋的地
方。勤于思索、善于发现、热爱阅读的老教师
们通过掌握这项规律，一次又一次地让课堂变
得更有针对性，让训练题更接近最后的大考检
验。查东就是这样一位老师，执教高中政治 23
年，他利用教与学的积累，不断地扩充自己的
知识视角，一次又一次地把每一堂课都变成高
效甚至有效的课堂。他认为，政治考试光靠抓
学生刷题，是刷不出来的，政治学习要紧跟课
堂，保持一定的训练，还要培养学生养成阅读
新闻的习惯，带动学生参与时政热点话题的讨

论 分 析 ，学 会 带 着 观 点 去 思 考 社 会 、思 考 时
代。所以，平时查老师还会经常带着学生集体
观看央视白岩松主持的新闻周刊节目。
“现在政治这门学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对于各行各业各种考试都很重要，我们作为政
治老师，不仅仅要教会学生习得理论知识，还
要引导考生拓宽观察视野，思考社会现实，主
动灵活地应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
力。”查东说，教会学生学有所得，能够更从容
地应考，这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还有格物致
知并学以致用。

6月6日，
浔阳区甘棠街道小南门社区党支
部组织挂点单位大中路步管办及辖区单位九江
市地税局、
九江市仲裁委、
九江市工行浔东支
行，
在社区会议室举行了红色家书诵读活动。
诵读会上，
参加活动的人员发言气氛热
烈。他们怀着崇敬心情品读与重温红色家书，
透过家书，
党员干部感受到红色家书中一个个
感人肺腑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闪烁着
追求真理、
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
无私奉献等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光辉。
（简莉）

梅楚安获毛体书法传承人称号
日前，梅楚安获得了“中国毛体书法传承人”
荣誉证。
梅楚安从事毛体书法学习多年，从 1967 年开
始就习练毛体书法。在工作岗位退二线后重新
开始习练毛体，退休后专攻毛体书法，其毛体书
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书画展并获奖。
早在 2016 年初，梅楚安就申报毛体书法传承
人。经过两年的考察，文化部东方华夏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终于授予梅
楚安先生中国毛体书法传承人。 （梅克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