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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来查处的替考案来看，很多替考者直接拿着被替考者准考证、身份证进考场，这显然需要买通考场监考人员。有的是在高考招
生图像采集系统中，调换电子档案中的照片，临时弄一个准考证，最后再请招办的人把图片信息还原成考生本人。

大话巴西

高考“替考门”为何堵不住

!

新华社记者 沈洋

郑天虹 王艳明

!"

日! 媒体曝光了一起跨

越湖北和河南两省的有组织高

考替考案" 教育部已派工作组

赶赴河南省# 湖北省指导督办

调查! 并请公安部指导有关地

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河南省

招办也回应已派出工作组对案

件进行查处! 并通报%

#$!%

年

河南省已查实违规违纪考生

!&'

人! 其中替考
(#"

人"

为了防止高考替考! 近年

来各地纷纷采取了指纹识别技

术# 身份证识别仪等身份识别

技术" 今年高考前夕! 湖北省

教育厅还下发通知! 要求高考

期间高校学生 &一般不允许请

假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杞

县高考替考的 &枪手' 正是来

自不能请假的湖北在校大学

生"

杞县高考替考事件说明 !

在考务人员 &监守自盗' 的情

况下! 各种防范替考的技术和

举措成了 &牛栏关猫'"

高考替考% 斩不断的

&毒瘤'

除了杞县高考替考事件

外! 今年高考期间! 陕西省韩

城市新城二中考点也发现了替

考者" 一名高考替考者在最后

一门英语考试中被监考老师发

现! 被替考的考生习某某的父

亲# 韩城市公安局金城派出所

所长习生林被免职"

就在高考前两天! 山东省

)*

名大学生打算到河南做高考

&枪手'! 还未动身就被济南警

方抓获"

&

月
'

日! 山东省济

南警方经过长期侦查守候! 抓

获了计划跨省组织高考舞弊的

嫌疑人王某及其招募的
)*

名

大学生 &枪手'"

每年高考结束后! 各地的

教育考试部门都会公布查处舞

弊考生的人数! 这些舞弊行为

中就有不少是替考"

#+$&

年! 陕西省洋县发生

高考替考事件! 由个别教师出

面组织部分高二优秀学生参加

替考$

,$$"

年! 河南郸城# 安

徽砀山都发生了严重的高考替

考未遂案 ! 其中砀山县有
%)

名在校大学生被雇参加高考替

考"

近年来影响最大的是甘肃

天水的高考移民替考案"

,$$*

年全国普通高考期间! 天水市

-

个考点共发现舞弊考生
.)

人! 其中 &移民
!

替考 ' 考生

)'

人! 移民考生
)%

人 ! 替考

考生
,

人" 替考考生和移民考

生均来自山东省阳谷县"

这起案件中 !

'

名参与高

考舞弊的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

诉!

.)

名公务人员受到党纪#

政纪处理"

&监守自盗 ( % 防范

措施形同虚设

指纹识别技术# 身份证识

别仪! 甚至人脸识别技术! 不

断升级的身份识别技术为何没

有堵住高考替考( 关键在于考

务人员被买通而 &监守自盗'"

陕西省洋县高考替考事件

中 ! 学校为了追求高考上线

率! 由教师出面组织部分高二

学生替考$ 安徽省砀山县发生

的严重高考团伙舞弊未遂案 !

这个县教育局副局长# 县招生

办负责人# 砀山中学的
%

名教

师及县公安局
,

名派出所负责

人都卷入了案中$ 河南郸城替

考案中! 包括郸城县教体局局

长 # 招生办主任等
)+

多名相

关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调查发现! 天水高考移民

替考案中! 天水市秦州区招办

在审查中发现了高考移民考

生! 但秦州区招考中心主任缑

金海在收受
)+++

元好处费后!

仍给移民考生发放了准考证"

此次河南杞县替考事件尽

管仍在调查中! 但种种迹象表

明! 考务人员被买通才使得替

考者一路绿灯"

从近年来查处的替考案来

看! 很多替考者直接拿着被替

考者准考证 # 身份证进考场 !

这显然需要买通考场监考人

员" 有的是在高考招生图像采

集系统中! 调换电子档案中的

照片! 临时弄一个准考证! 最

后再请招办的人把图片信息还

原成考生本人" 河南郸城的舞

弊手段就是给替考者办假准考

证! 在高考图像采集系统中调

换照片! 或者报假名# 买通监

考老师等"

&原本非常严密的层层关

口因为内部失守! 给替考者造

成了可乘之机 "' 广州市招办

主任林洽生说! 被称为最严密

的防控体系也有 &百密一疏'!

从各地这些年出的问题来看 !

主要问题仍然出在考试工作人

员身上"

林洽生说! 考务工作人员

目前在选派# 培训和教育上还

是不够力度" 目前考务人员的

组成大部分是学校老师和少量

的社会招聘人员! 这些人大多

没有把高考监考视为国家赋予

的神圣职责! 仅是当作一个硬

性任务! 责任心普遍不强" 尤

其是监考费一上午才
)++

元 !

部分考务人员是 &心不甘情不

愿'! 思想重视程度不够"

&大城市替考现象少 ! 主

要集中在经济欠发达的小县

城"' 一些教育考试部门认为!

小地方人际关系更加密切# 法

律意识更加淡薄! 少数考务人

员由于人情所托或利益的驱使

容易与不法分子勾结"

加强技术和制度防范

提高替考参与人员违法

成本

为了防止替考事件! 广州

这几年使用了人脸识别系统 !

监考人员在比对身份信息后有

疑虑的情况下! 可以让考生考

完试后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进行

身份验证" 这套系统将比对考

生报名时准考证# 现场# 身份

证的照片! 查看相似率! 进而

作出判断"

甘肃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 自天水高考移民替考案

后! 甘肃再没有发生过类似事

件! 主要做法是从报名关口抓

起! 严格审查考生资格$ 在监

考环节加强了技术防范力量 "

另外! 在考场编排上! 由电脑

随机编排"

为防止监考人员被收买 !

江西省规定! 高考监考员安排

采用计算机随机编排三套以上

方案 ! 在每科考试前
.+

分钟

抽签确定" 此举也取得了明显

的效果"

无论多高的技术# 多好的

制度! 都有漏洞" 教育考试部

门和法律界人士认为! 消除高

考替考 &顽疾 '! 还需提高参

与人员的违法成本"

按照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 *! 由他人代替或者

代替考生参加考试的! 一律取

消本次考试所有科目成绩! 并

视情节轻重同时给予暂停参加

高考# 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

至

.

年的处理$ 对替他人参加考

试 # 组织作弊的在校大学生 !

还将按照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 * 给予开除学籍处

分" 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这样的规定仅仅只

是针对 +枪手, 和被替考的考

生! 对幕后的策划和组织者威

慑力不够 "' 江西师范大学法

律系主任颜三忠教授说! 因为

没有法律依据! 导致包括替考

在内的很多考试舞弊行为的违

法成本太低! 不法分子肆无忌

惮"

颜三忠说 ! 高考 # 公务

员# 事业单位招聘考试! 舞弊

行为频发! 已经严重危害社会

公平! 建议尽快制定考试法并

对刑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

对考试的全过程作出法律规

定! 明确对各种违法行为的处

罚! 让参与替考等考试舞弊者

受到严厉制裁 # 付出高额成

本"

&作弊入刑 ! 才能起到威

慑作用 "' 广东省考试院副院

长黄友文也认为! 应尽快出台

考试法! 从刑法层面加大替考

等舞弊行为的惩治力度! 构建

社会诚信体系"

"

巴西与墨西哥之战!门将奥乔亚一战封神"据悉!奥乔亚

在过去
.

个赛季的法甲联赛中代表阿雅克肖总计做出
%,*

次扑

救!是同期欧洲五大联赛中最高的"对奥乔亚的能力!网络上曾

恶搞过一个六指版本!称墨西哥人有六根手指!还有恶搞报道煞

有介事地称奥乔亚因为有六指! 本来加盟英超富勒姆的转会被

英足总叫停"当然!奥乔亚亲自拍过照片证明自己没有六指"

"

世界杯首轮!皇马球员的表现失望大于惊喜!不过各位皇

马球迷请放心! 世界杯表现最好的球员将在转会截止日前成为

皇马球员!所以到了最后世界杯表现最出色的球员还是皇马滴!

请大家相信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

"

从
,+)+

年世界杯开始!执法裁判要来自与参赛球队不同

大洲是不成文的规定!但在巴西世界杯上!这条#潜规则$被打破

了%在克罗地亚与喀麦隆的比赛前!国际足联指定了来自葡萄牙

的裁判!而在乌拉圭与英格兰的较量中!国际足联指定的裁判来

自西班牙"

神啊，救救我吧
香港歌手陈小春有一首歌叫

&神啊! 救救我吧'! 想必在巴西

与墨西哥的焦点大战之前! 墨西

哥门将奥乔亚肯定是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这歌名儿了吧! 要

不然怎么能做出那么多次神一样的扑救呢% 网上一度盛传奥

乔亚骨骼惊奇右手拥有
&

根手指! 但经查证! 这只是个恶搞%

网友们虽然表面 #萌萌哒$! 其实有点高级黑奥乔亚的节奏!

不过他近距离扑出内马尔的头球! 的确有点化身全民超人近

乎神灵附体的意思! 众多媒体高呼这一扑救简直乃 #班克斯

扑救$ 再现球场%

)-"+

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中!英格兰与巴西队狭路相逢%在

那场比赛中! 球王贝利在小禁区内接到队友传中头球攻门!英

格兰门神班克斯飞身鱼跃将球挡出门外!见到这一幕的所有人

都惊呆了%贝利后来表示这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扑救!此后人

们常用#班克斯式扑救$来形容球场上化不可能为现实的逆天

神扑%

时隔
%%

年! 这一幕重现世界杯! 而且奥乔亚扑出内马尔

攻门的动作与班克斯极为相似! 从扑出此球具有的高难度来

看! 将其评为世界杯开赛至今最佳扑救毫不为过% 这位法甲

过去
.

个赛季扑救次数最多的门将! 完美展现了自己的反应

和敏捷! 赵忠祥老师应该特批给奥乔亚制作一期 &动物世界'

专场( #在这个夏天! 动物王国最优秀的队员齐聚巴西这个

迷人的足球王国% 此时此刻! 雄鹰衔着萤火虫火种! 将在这

里燃起动物狂欢节的盛大焰火% 而猎豹! 一旦发现类似足球

的猎物从树下走过的时候! 它就猛地扑过来! 它打斗一个是

靠爪! 一个是靠牙)*$

其实说奥乔亚是有如神助! 不如说是墨西哥全队死磕的

努力换来成功+ 而反观巴西! 还是跟上一场一个毛病! 全指

望内马尔独行侠拯救球队! 就好像
/

罗一个学霸站在葡萄牙

一群学渣中间! 赢球全靠运气! 这哪儿成! 如果还继续丢了

魂似的场上游走! 五星巴西恐难持久! 莫不如以毒攻毒! 来

点啤酒"

传说世界杯足球赛与啤酒结合是天作之合!这种被中国人

称之为,马尿$的饮品!据说喝了后来上两脚!能有一种游走自

由之乐与洒脱之趣间的狂野%我喝过啤酒!但没试过酒后踢球!

不过啤酒的特性!有点苦有点香有点甜!有点喝了飘飘然!倒是

能够将男人的吃苦-强悍和狂放融合一起"而且在古希腊神话

中!酒神狄奥尼索司正是艺术和狂欢之神"看来无论从神话到

现实!酒-艺术-狂欢从来都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如尼采在

&悲剧的诞生'中所描述的!,在酒神的盛宴上!人们毫无顾忌地

放纵自己!如果有谁进行理智的劝阻!必然会遭致陷入迷醉中

人们的围攻"$在这最能体现人类力量和艺术精神的足球场!如

果悄悄来点儿
0112

!在不犯规不闹事的情况下!,如果有谁进

行理智的防守!必然遭致陷入迷醉中球员的围攻$!按照酒神的

规则踢法儿!这球儿准赢"建议巴西试试!再不放纵一下!内什

么!马儿.尔/都累倒了%

枪手 新华社发 朱慧卿
!

漫画

织密法网，封堵“替考门”
!

李国民

日前曝光的河南省杞县高

考替考事件! 可谓震惊了全国%

然而! 这还不过是 ,冰山一角$

000据河南省招办通报 !

#+(%

年该省已查实违规违纪考生
(&'

人 ! 其中替考
(#"

人 1 仅今年

一年 - 仅河南一地 - 仅已查实

的情况! 就已如此触目惊心!那

全国又当如何2

从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看!

近年来!#替考$已经呈现产业化

趋势!其业务范围基本涵盖了所

有的考试类型+为了遏制#替考$

之风蔓延!有关部门可谓绞尽脑

汁-想尽办法 !指纹识别甚至人

脸识别这样 #高大上 $的技术手

段!目前都已在高考等重要考试

中粉墨登场+但即便如此!#替考

门$ 仍然没有堵住!#替考军团$

在暴利的驱动下!仍在通过搞定

#守门人$等方式!四处活动 -猖

狂作案+

这充分说明 ! 封堵 #替考

门$! 不仅要依靠技术升级! 更

要斩断 #替考产业链 $ ! 管住

#守门人$+ 而法律!无疑是最有

力的武器+

首先 !要织密法网 !在严打

#枪手$的同时!严惩#替考军团$

的策划-组织者+ 在法律层面!目

前这些几乎还是空白 ! 仅 &国

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 规

定了在校生代替他人参加国家

教育考试的 !#由所在学校按有

关规定严肃处理 ! 直至开除学

籍$!其他人员 !则 #由教育考试

机构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

处分!直至开除或解聘$+ 这样的

处罚!不仅失之过轻 !而把处罚

权交给学校和单位!更是极易出

现宽严无度- 处罚不一等问题3

对于那些既非在校生又无正当

职业的#枪手$和幕后策划-组织

者!就更是毫无威慑力可言+ 当

务之急!是织密法网 !以法律形

式!把策划 -组织他人替考造成

严重后果以及多次替考等行为

规定为犯罪! 加大惩处力度!提

高威慑力+

第二 !不能让雇佣 #替考枪

手$者逍遥法外+没有需求!就没

有供给 +因此 !有必要修改相关

规定!对请人替考的考生实行终

生禁考并记入个人诚信档案!对

雇佣#枪手 $的考生家长进行治

安处罚和相应处分!让他们在高

昂的违法成本面前 ! 打消雇佣

#枪手$之念!从而让#替考$失去

市场+

第三 !要让徇私舞弊的 #守

门人$付出惨痛代价 +在身份识

别技术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离开

#内鬼$的策应!#替考$是很难实

现的+因此!封堵#替考门$!最关

键就要管住#守门人$+现行刑法

规定了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

弊罪! 但该罪的立案标准过严!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的法定刑也过低!不足以震慑此

类犯罪+#替考$ 现象屡禁不止!

不仅严重影响了考试的公正性

和正常的考试秩序!也在社会上

造成了恶劣影响 + 在这种情况

下!对于徇私舞弊为#替考$大开

绿灯的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加大

惩罚力度!在修改法律提高法定

刑的同时 !还应明确 (相关工作

人员同时有索贿- 受贿行为的!

实行数罪并罚+

治乱必用重典 +修改 -完善

法律-织密法网封堵 #替考门 $!

是时候了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