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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高考成绩

六月骄阳奋马蹄，考场

凯旋心欢喜。高考放榜后，

南海众多高三学子与家人一

起分享了属于自己的喜悦瞬

间。而署名“南海教育”的“考

生”，也再次交出了令人满

意的成绩单，今年在考生人

数减少的情况下，上名优大

学分数线的考生人数也超过

6000 人。

2021高考南海再次交出亮眼成绩单

2021 年考生人数比去年

减少 1732 人，但上名优大

学分数线的考生人数再次超越

6000 人，人数占比比去年同

期提高 3.9个百分点，600分

以上考生超过 1200 人，比去

年大幅增加 311 人；石门中学

2 名拔尖学生未能查到成绩。

40 余名学生有望入围

清华、北大等一流高校的“强
基计划”。艺术体育特长生再

展雄风，预计有 70 余名学生

被清华美院、中央美院、中央
音乐学院、北京体育学院等艺
术类、体育类院校录取。

在考生人数减少的情况下，上名优大学分数线的考生也超 6000 人

谈起学习考试的经验，

覃锦瑶认为，新高考改革的

趋势还是很明显的，答题时

思路一定要更灵活，不能太

死板，不要盲目迷信“押题

方向”。“今年语文试卷很难，

我总结的经验就是，不要迷

信考前各种押题、模拟题，

一定要做到全面复习，因为

你不知道最后它的难度是怎

样的。”

对于文科生，特别是选了

地理的考生，覃锦瑶建议一定

要把数学学好，“我选择的是

历史政治地理，高考考的数学，

跟以前文科数学差距很大。”

考试要灵活应变 不要盲信押题
学生姓名   覃锦瑶     毕业学校   石门中学

目标院校   北京大学中文系

黄语然一直最钟爱语

文和英语科，平常喜欢阅

读，阅读书籍不限门类。

在学习方法上，黄语然认

为，一定要相信老师，老

师推荐的方法值得去尝试，

量变则质变，时间一长就

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子。

到了高三，不少同学感

到学业上“压力山大”，黄语

然却认为，越到最后越需要放

平心态，不要给自己太大压

力，在日常的作息上紧跟着

学校的作息制度来进行。

放平心态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学生姓名   黄语然    毕业学校   石门中学 

目标院校   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

在众多考生紧张等待

高考成绩放榜时，余荃逸显

得比较淡定，因为参加了港

澳台联考的他，已经经历过

了查分的“大风大浪”。

说起平时的学习心得，

余荃逸说，早起是正常且

必要的操作，平时作息规

律要正常，他的标准是“晚

上 熬 夜 学 习 不 要 超 过 一

点”。学习也要针对考试

要求来进行，比如，高考

历史比较注重分析材料，

而联考历史重视思考和理

解，考试内容会影响平时

学习的思路和方向。

作息规律要正常 不打“疲劳战”
学生姓名   余荃逸     毕业学校   石门中学

目标院校   北京大学法学专业

●实施品牌教育创
新行动计划，打造
“大城名校”“大
城良师”“大城英才”

等10大教育品牌。

数读
南海教育
发展

●出台普通高中高品质
多样化特色发展实施方
案，以财政资金竞争分

配的方式投入 6200 万

元，重点扶持特色品牌

学校 67 所，逐步构建起

学术类、科技类等八大
类型普通高中发展格局。

●持续加大教育投入，
2020 年财政投入达

54 亿元，2016~2020

年，完成新建、扩建

学校 80 所，新增优

质学位 8.26 万个。

●全区共有省名校

长工作室 2 个、省

名教师工作室 7 个

和省名班主任工作

室 1 个；名师总量

达 1420 名。

●成立“南商教育发展
促进会”并设立“南商
教育基金”，每年举办南
商教育基金奖教奖学活

动，5年来超过 13000
名优秀师生和 500 多

个优秀家庭获得奖励。

“十三五”期间，南海上

名优大学录取分数线的学生

增长到 2020 年的

6000 多人

从 2015 年的

2500 多人

【学生经验分享】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陈为彬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罗炽娴 区辉成

平安过暑假 这份锦囊请收下这份锦囊请收下
暑假到来，学生们进入休假模式。但是，安全防范不能“放假”，按照以往的情况，此时正是青少年安全事故高发期，青少

年身边的防疫安全、防溺水安全、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不容忽视。本期奉上这份安全锦囊，请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收下，做
好暑期安全防范工作，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

做好疫情防护 远离溺水危险

注意食品卫生

留心交通安全

上网小心陷阱

●保持健康作息、健康饮食，勤运动、勤开窗、勤洗手、

勤消毒，坚持做好“个人防控四要”，即口罩要戴、社交距

离要留、个人卫生要做、新冠疫苗要种。

●非必要不到中高风险地区，非必要不出境，外出旅游

注意避开中高风险地区。

●尽量减少人员聚集，到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时注意加强个人防护，减少路途风险。

●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信息，主动配合疫情防控要求，

不传谣、不信谣。如有发热、咳嗽、呼吸道感染症状，请及

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如

果遇到同伴溺水，要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

水救人或手拉手盲目施救，要立即寻求成人

帮助并及时拨打 110。

●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科学均衡饮食，不接触、不食

用野生动物。

●制作食品时要做到生熟分开，加工时要烧熟煮透，尽

快食用。剩余食物要及时冷藏，隔夜食品要彻底加热后再食用。

●少吃凉拌菜、生冷食品，避免过分油腻的食物，预防

夏季胃肠道疾病。不吃腐烂、霉变、有毒、变质的食物，防

止病从口入。

●不吃没有健康保障的食品，不买无证照商贩出售的食

品，不食用来历不明的食物，不随意外出闲游，不摘食性不

明的野果，以防食物中毒。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用流动的水

洗手。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闯红灯，不违章骑车，

不跨越隔离栏，不在公路上追逐打闹。过交叉路

口等要注意过往车辆，靠右行走。

●注意骑车安全，不骑快车，不与机动车抢道，

不脱手骑车，不骑车带人，不骑“病”车。未满

12 周岁，不准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和推、

拉人力车，未满16周岁，不准在道路上骑电动车。

●不乘坐无证照、违章超载的车辆，不骑乘

无牌无证摩电，摩电出行切记戴头盔。

●养成良好习惯，自觉合理规划使用电脑和手机的

时间，依法安全上网，文明健康用网。

●抵制不良信息。不浏览暴力及不健康网站，不在

网上发布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言论，不传播

评论政治谣言，不利用网络进行煽动闹事，不在网上宣

传淫秽、色情、迷信、暴力的内容。

●谨防网络诈骗。不随意点击上网过程中出现的弹

窗及不明链接，不随意在网页上输入包括银行账号在内

的个人账户和密码，不轻易相信网购退款、中奖信息和

兼职信息，好友之间网上钱财往来一定要确认是本人。

暑期气温高，不少人喜欢玩水消暑，因此这也是溺水

事故的多发期。青少年学生防溺水要做到“六不”“一会”。

夏季气温高、雨水多、湿度大，为细菌繁殖创造了

适宜条件，食品也容易腐败变质，各种肠道传染病也随

之来袭，青少年群体要注意食品卫生安全。 假期青少年有更多的机会出行，在参与交通时

一定要遵守规则、安全第一，切勿贪快贪方便而将

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暑假期间青少年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上网，网络能

带来丰富的资讯与知识，但也隐藏不少的陷阱与污垢，

青少年一定要注意识别。

目前新冠疫情形势多变、难以预测，青少年暑假离开

学校回到家中，更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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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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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不要私自下水游泳

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禁止野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