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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研考初试上周末举行遥 全国 238 万名考生参加
考试袁其中 11.2 万名考生在北京 57 个考点考试遥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十九大报告有关内容进入
政治考题袁英语阅读题出现新题型袁数学题偏难是考生的
普遍反映遥 北京教育考试院研招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袁研考
初试成绩预计 2018 年 2 月上旬开始陆续公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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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内容入政治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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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入场前抓紧时间复习遥

贴心服务获考生点赞
上周六早上不到 8
时袁 北京大学理科教学楼
前袁 数百名考生已排起长
队遥 不少考生在翻阅复习
资料袁 抓紧时间做最后的
准备遥 野请出示身份证尧准
考证遥 冶8 时整袁研考首科
开考前 30 分钟袁工作人员
按规定开始检查考生证
件袁考生依次入场遥 野一定
要看清准考证上的考场遥冶
野理科第二尧三教学楼往南
直走左转遥冶不时有考生咨
询考场位置袁 工作人员一
遍遍耐心提醒遥
在北京科技大学逸

夫楼袁一名残疾考生在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按时进
入考场遥 学校研招办有关
负责人介绍袁工作人员在
报名现场确认时发现了
这名考生袁考虑到其特殊
性袁将其安排在考场的第
一个座位袁并单独准备了
一套舒适的座椅遥 整个
考试过程中袁 这名考生
出入考场都有工作人员
协助遥
野堂堂正正考试袁坦
坦荡荡做人冶袁野用诚实谱
写人生答卷袁凭实力创造
优异冶 噎噎当天 8 时许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考点
处袁在各个考场楼外排队
的考生有序进入考场袁悬
挂在周围的横幅愈加醒
目遥 考试期间袁校园里的
多个食堂均对考生开放袁
考生可以持现金购买餐
票就餐遥 从考点交通路
线尧周边住宿环境袁到考
场分布图尧条形码使用方
法及粘贴位置等内容袁北
航研究生会的微信公众
号在考前几天就已推送
给考生遥 野可以说是非常
贴心袁冶 考生为考点细致
贴心的服务点赞遥

考点多举措方便考生
本次研考袁 共有 14000
余名考生报考清华大学硕
士研究生遥 由于考试期间天
气寒冷袁清华大学在校内外
交通尧住宿尧饮食尧休息等方
面进行了细致的安排袁方便
服务考生遥
此次清华大学考点的
考场共计 340 个袁 分别设
置在第一教学楼至第六教
学楼以及新水利馆遥 共有
7700 余名考生在清华大学
考点参加考试袁 其余考生
在京外 400 余个考点参加
考试遥
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袁
清华大学研招办协同各院
系及相关部门袁针对考试期
间的校内交通尧饮食等方面

工作人
员为找不到
考场的考生
指路遥

野严考冶检验诚信答卷
人性化的服务不代
表可以无条件地纵容遥
野各考场楼工作人员请
注意袁 从现在开始禁止
考生入场遥 考试结束前
半小时袁 也就是 11 时之
前袁不允许提前出场遥 冶
当天 8 时 45 分袁 北大考
务人员的对讲机响了起
来遥 按规定袁考试开始 15
分钟后袁 考生不能进入
考场参加当科考试曰考
生不能早于考试结束前
30 分 钟交 卷 出 场 遥 接 到
责编/刘海燕

考试
结束后袁
考生走出
考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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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后袁 考务人员迅速
拦起考场楼入口禁止迟
到考生入场遥
在北航新主楼考区袁
叶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
办法曳渊教育部令第 33 号冤
中关于考试作弊尧 替考等
行为的法律条文被制成展
板袁树立在考场门口袁红黑
两色的文字醒目而又严
肃遥 工作人员介绍袁考试期
间袁 严禁考生携带手机等
通信工具进入考场袁 并利
用身份证鉴别仪对考生进

行审核遥
北科大考点视频监
控室内袁屏幕上滚动播放
着各考场的考试视频遥 工
作人员仔细查看各考场
情况袁不放过一个可疑之
处遥 考试过程中袁考场楼
附近手机信号被屏蔽遥 工
作人员介绍袁 考试过程
中袁考场视频监控系统全
程录像袁 并采用屏蔽仪袁
屏蔽和阻断无线信号袁以
有效防止利用高科技作
弊行为的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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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安排和部署遥
考试期间袁校内多个餐
厅对考生开放遥 考生持准考
证购买临时餐卡或用现金
支付袁即可就餐遥 校内的多
个客房资源也对考生开放遥
考生以及陪同人员可在综
合体育馆休息遥 同时袁为保
证考生按时前往考场袁顺利
参加考试袁清华大学还提前
制作考场考区分布地图以
及绿色交通出行提醒袁并发
布相关考点公告袁为考生及
陪同人员提供便利遥
为贯彻 野综合整治考
试环境袁 切实保障公正公
平冶的工作要求袁严肃考场
纪律袁 清华大学各部门协
同配合袁 进行了大量准备

工作遥 一方面袁学校严禁考
生及监考人员携带手机等
通信工具进入考场袁 充分
利用手机信号屏蔽仪尧身
份证鉴别仪尧 无线耳机屏
蔽仪等设备袁 对高科技作
弊尧替考舞弊等违规违法行
为进行防范和筛查遥现场对
证件与本人身份有疑问的
考生采集照片袁进一步杜绝
作弊行为的发生遥 另一方
面袁加强对监考人员的培训
工作袁要求其严格执行监考
工作程序袁如实记录考试情
况袁 集中精力尧 忠于职守遥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还设立
了举报电话袁以加强对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监督与
管理遥

考题紧扣时事贴近生活
英语试题中袁阅读部分
政治考试结束后袁不少
考生表示题目不太难袁许多 出现的新题型排序题袁出乎
时事热点在预料之中袁其中 不少考生的意料遥 作文话题
十九大报告有关内容出现 是贴近大学生活的常见话
频率较高袁成为此次考试的 题袁其中英语一大作文考查
最大亮点遥 考生宋亚辉说袁 学生如何选课袁英语二大作
材料题中有多题涉及十九 文考查消费者选择餐厅时
大报告中提到的习近平新 考虑的因素遥 考生王琳说袁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阅读题的总体感觉是注重
想袁还考查了野一带一路冶相 细节袁很多题目是对文章某
关内容遥 经济全球化尧野蛟龙 一关键句的考查袁需要真正
号冶尧精准脱贫尧黄大年尧嘉 理解和把握关键词句袁对综
兴野红船精神冶尧雄安新区等 合能力要求较高曰作文题话
也出现在考题中遥
题灵活袁难点在于运用恰当

句式表达见解遥
数学题偏难是考生的
普遍反映袁这也是往年研考
数学的学科特点遥 不少考生
表示袁 试题考点本身较常
规袁但由于题目灵活尧计算
量偏大等原因袁导致没把握
好答题节奏遥 在考生冯秋月
看来袁 很多题目形式较开
放袁仅靠套用公式是无法解
决的袁需要深层次思考所考
查的数学知识袁加之计算量
大袁计算熟练度的重要性显
而易见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