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汪瑞林 编辑：俞水 设计：聂磊 校对： 刘梦2014 年 6 月 11 日 星期三／

新闻 深度· 07

聚焦2014年高考系列报道

高考作弊的魔道之争

■本报记者 俞水

手持伪造准考证和指模， 如电影情节
般冒充高考考生走入考场， 或等待考场内
传出的试卷题目， 充当场外答题“枪手”
———6月5日， 18名准备赴河南以此方式
进行高考舞弊的大学生及1名组织者， 在
济南落网。 5月29日， 湖北省洪湖市公安
局成功端掉一处倒卖非法无线电器材的窝
点， 犯罪嫌疑人贩卖的正是供此类“枪
手” 使用的各种“作弊神器”。

“作弊” 与“反作弊”， 可以说是每年
高考前后的热词。 近年来， 高考作弊呈现
出什么样的新特点？ 各地又有何种防控之
道？ 在这场魔道之争中， 到底该如何既方
便学生又确保公平？ 希望用作弊改变人生
的价值逻辑， 又留给我们何种反思？

高科技时代的考场“魔招”

“小小的投资， 将改变你的前途， 辉
煌人生将从这里开始。” “专业替考， 过
二本线 8000元， 过一本线 15000元。”

“纽扣摄像机， 体积小， 便携带， 一般试
卷的字体都可以看清晰。” “发射器加作
弊橡皮一套3200元， 有反探测功能。” 高
考前夕， 记者在网上搜索“考试器材”，
很轻松地通过网页上留下的联系方式找到
卖家， 得到了以上信息。

在搜索“高考助考” 等关键词时， 记
者发现， 网络上信息量最大的， 便是一些
五花八门的“助考神器”： 显影碳粉、 透
视眼镜、 针孔摄像机、 无线耳机、 隐形钢
笔……

“你要是以为现在作弊还靠传纸条、打
小抄，那你可就落伍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
姓名的考生家长告诉记者， 这是他从孩子
那里听来的，高考前夕，他还真在孩子学校
外的电线杆上看到了出售高考作弊器材的
小广告。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中心副主任兼二
处处长高升表示，近年来，高考舞弊的主要
趋势和特点，首先就是高科技化。

“例如， 电子作弊笔， 其外形与普通
钢笔无异， 但是笔的前端配有红外装置，
可识别英语单词并将其翻译成汉语。” 高
升说， “还有使用‘隐形墨水’ 的‘神奇
笔’， 在纸张上写字后肉眼看不出来， 只
有用笔身末端的专用灯光照射才会显现出
字迹。 此外， 还有可以放在耳朵里的黄豆
大小的无线耳机， 可以接收答案的作弊尺
子、 作弊手表， 可以偷看后座、 旁座试卷
的作弊眼镜， 可以装在眼镜或纽扣上的针
孔摄像机， 可以用无线电发送答案的作弊
电台， 等等。”

记者发现， 各类作弊器材中， 当前卖
得最火的就是纽扣摄像机、 作弊电台、 无
线耳机、 带LED显示屏的文具等。 6月3
日， 记者通过ＱＱ联系上了一个声称销售
各种考试设备的卖家。 卖家力推此类产
品， 声称， 作弊笔和作弊橡皮买的人比较
多， 可以在考场里通过LED显示屏接收场
外传来的答案。 用耳机的也比较多， 价格
相对便宜。

记者了解到， 这些高科技装备在考场
上“大显神通”， 一般要经过三个步骤：
第一步， 考生通过针孔摄像头从考场中拍
摄试题， 通过身上的无线电传输设备将试
题传出考场； 第二步， 考场外同伙收到试
题后由专业“枪手” 立即作答； 第三步，

“枪手” 通过作弊电台朗读答案， 或把答
案输入电脑， 压缩发射， 考场内的考生用
隐蔽型耳机或LED作弊橡皮等显示器材接
收答案。

近几年， 被公安部门破获的作弊器材

销售案件， 犯罪嫌疑人往往都是在售卖这
种器材或服务， 影响恶劣。 今年高考前
夕， 教育部明确表示， 将重点打击利用无
线电设备在考场内外串通作弊、 替考和有
组织的团伙舞弊等严重违规违法行为， 对
高考作弊行为“零容忍”。

“高考舞弊的集团化特征也越来越明
显。” 高升告诉记者， 舞弊团伙的数量不
断增多， 规模不断扩大， 而且团伙内的分
工越来越精细。 以2013年高考为例， 考
试机构与公安机关紧密配合， 共打掉“助
考” 犯罪团伙83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343
名， 收缴无线电作弊器材2700余套。

职业化是高考舞弊的另一特点。 高升
说， 高考被一些不法分子视为有利可图的

“唐僧肉”， 通过高考舞弊来获取非法利益
甚至成了犯罪分子的固定职业和生财之
道， 形成了黑色利益链。 近年来被揭露的
一些大规模集体舞弊案， 背后几乎都有

“职业舞弊者” 的身影。 就在高考前夕，
记者联系上一个提供替考服务的卖家， 该
卖家声称“常年提供替考服务”， 且服务
流程化： “提供资料， 帮忙找枪手， 支付
首付50%， 安排见面， 见面满意， 参加考
试， 成绩出来， 支付余款。”

“内部化也是当前高考作弊的特点之
一， 如极少数考务工作人员考前窃取试题
进行贩卖。”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罗立祝说。 对此， 有研究者表示， 因为存
在地方利益， 个别地区在高考中存在地方
保护现象， 曾出现过教师、 校长在监考过
程中集体“助考” 的情况。 例如， 曾经轰
动一时的湖南嘉禾一中高考舞弊案、 吉林
松原市高考作弊事件等， 都有内部人员参
与， 这种现象应坚决予以打击。

史上最严的反舞弊之道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小陶是辽宁省某高中的高考考生， 6

月7日， 他一来到考场， 就见识到了这样
的阵势： 校门外有黑色特警车和无线电监
测车、 考室门口有金属探测器、 黑板左上
角有监控摄像头、 教室里有手机信号屏蔽
器……

这些高科技器材样样都是防弊利器。
例如， 无论手机等含有金属成分的作弊工
具多隐蔽,只要考生携带入场,在金属探测
器的监控下都无所遁形。 无线电监测车则
可监控方圆1.3公里内的所有无线电信号，
一旦发现可疑信号， 将立刻采用压制设备
进行点对点压制， 仿若“空中警察” 与不
法之徒展开“看不见的较量”。

在小陶感受着谍战片般的氛围时， 全
国各地考场里的高科技反作弊设备也在各
显神通： 在福建， 考场上的二代身份证识
别仪严防替考。 在山东省济宁市， 每个考
场都配备了微型耳机探测仪， 严防考生利
用微型耳机作弊； 一种名为“监考大师”
的仪器也粉墨登场， 监考教师只需把仪器
放在口袋里， 但凡考场内有耳机信号等，
便会自动发出警报。 在一些地区， 考场还
设置了指纹识别仪、 人脸识别和虹膜识别
技术等， 对考生进行身份鉴别， 电子探测
狗等无线电侦测设备则用来发现并阻断作
弊信号。 各地的防控手段堪称史上最严。

高科技仪器“亮剑” 考场仅是反作弊
应战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 党中央、 国务院领导多次批
示“严肃处理考场腐败”、 “综合治理考
试环境”。 据高升介绍， 治理考试环境的
综合治理机制已经建立， 由教育部牵头，
成立了教育部、 公安部、 工信部、 国家保
密局等多部委共同参加的“国家教育考试
联席会议” 工作机制， “齐抓共管， 密切

协作”， 加强考试环境综合整治。 与此同时，
《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实施
办法》 也已经出台， 力争突发事件发生后在
最小范围、 最短时间内进行快速有效处置。
近年来， 教育部考试中心和各级教育考试招
生机构也纷纷创新机制， 打出反作弊的“组
合拳”。

在这场反作弊大战中， 可谓考前考中全
程有战场、 处处是战场。

高考前夕， 各地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
击， 将高考反舞弊战线前移， 纷纷开展考前
大排查， 重点打击作弊器材倒卖行为。

人员防弊是关键。 高升告诉记者， 今年
高考前夕， 不仅加强了对高考命题人员和考
务工作人员的警示教育， 还特别对巡考人员
和监考教师进行了反作弊专项培训， 并且加
强了内部监管，例如，监考员不得由高三任课
教师或班主任担任。 记者了解到， 以福建为
例，参加培训的考务人员便达3万人左右。

高考前一个星期， 小陶签署了一份神圣
的考试诚信承诺书。 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形
式， 还意味着若有高考作弊行为， 将被记入
诚信档案。 教育部规定， 从2007年起逐步
建立国家和省两级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网
络平台， 对考生在普通高考等考试中的作弊
行为， 在按国家规定进行严肃处理的同时，
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数据库， 供高等
院校、 招生单位和用人部门查询。

随着高科技舞弊技术的不断升级， 考场
的设计也充满了高科技气息。

小文是一名福建考生， 一走入考场， 她
便看到了监控摄像头。 不过， 她并不知道，
这个考场的防弊技术含量不仅如此———试卷
进入保密室后， 便被全省联网的“视频指挥
系统” 和“巡视监控系统” 时时监控， 试卷
分发场所、 考务室、 主考室、 考场通道、 考
场等也被监控设施全面、 全程覆盖， 全省
10651个考场的视频监控录像， 都可以被专
门人员回放审看。

小文走进的， 便是标准化考点。 标准化
考点是利用数据通信技术、 网络技术、 数据
库技术等信息化手段，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
集视频及网络监控系统、 考生身份验证系
统、 考场作弊防控系统、 考试综合业务系
统、 应急指挥系统等五大功能为一体的考试
指挥、 管理、 巡查体系。 截至2012年年底，
中央财政已投入25个亿， 在全国范围内建
立了标准化考点1.2万个， 覆盖考场数达
46.9万个， 全国3000多个保密室全部实现网
上监控。

近年来， 对高考作弊行为的处罚力度也
越来越大。 2012年， 经修正的 《国家教育
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正式实施， 该办法规
定， 考试作弊情节严重者最高可被暂停3年
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的资格， 同时考生违
规情况将被记入考试诚信档案。 已经入学的
作弊考生则将被取消学籍、 予以清退。 对于
大学生替考者， 该办法规定， 由所在学校严
肃处理， 直至开除学籍。

魔道之争带来何种思考

高考作弊为何屡禁不止？ 提高反作弊实
效并实现人性化“护航” 的方法何在？

2014年高考第一天， 成都八中考场外
出现了惊险一幕。 据成都商报报道， 黄女士
的女儿早上匆忙间穿了带有金属拉链的衣服
前来赶考， 因考试规则中建议考生尽量不穿
戴带有金属的衣物和饰品， 该考生无法进入
考场， 惊慌失措的家长在众人提醒下， 才在
慌乱中替考生去超市买来了新衣服。

如何既保证高考公平又方便考生？ 高升
表示， 在坚决反舞弊的同时， 也要处理好严
格管理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防范舞弊与代价
适度的关系。

文胸不能带金属钢圈， 裤子不要扎皮带
的款式， 鞋子最好是塑料凉拖……这是某地
高三老师总结出的高考“穿衣宝典”。 一位女
考生的妈妈说， 为了让孩子顺利通过安检，
她把孩子所穿胸罩的金属扣抠了下去， 用线
缝上了。 考生家长李女士表示： “虽然高考
公平很重要， 但每个孩子都应被尊重， 尤其
是女孩子在一些检测中不太方便。 连在刑事
司法中都要无罪推定， 难道就没有更人性化
的方法？”

“进行与考生身体相关的检测时， 一定要
注意不能侵犯学生的人身权利。 执行者对考
生进行检测要合理适度。 尤其在学生答题过
程中， 在考场里手持检测器材的老师， 更不
能滥用权力， 以免影响考生发挥。” 北京青少
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韩晶晶说， “其
实， 严格防范高考作弊与尊重每一位考生看
上去是一个悖论， 但若进行一些方式创新，
相信还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记者发现， 今年高考中， 一些地区已经
对此做出了一定尝试。 比如， 广西考生考前
接到了这样的温馨提醒： “如果金属探测仪
发出了报警声， 不必紧张， 考生只要出示相
关金属物品， 能做出合理解释， 检查人员不
会刻意为难。” 在湖南， 高考前一天的下午，
考场对安检工作进行了演练， 让考生熟悉安
检流程和要求， 调整心态， 提前适应。

反作弊的技术水平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
间。 高升告诉记者， 美国的ACT、 SAT考
试， 可以通过后台的数据监管软件对考生答
卷信息进行筛查，一旦出现数据异常，该软件
能够及时发现并生成“相似度报告”，供有关部
门复核。 此外，机读卡阅卷查重软件也有类似
功能。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尚处于研究阶段，对
雷同卷的判定主要依靠专家组以人工方式比
对研判，国外的做法有一定借鉴意义。

“要在考试各环节中加大对考务人员的监
管。” 罗立祝说。 对此， 有研究者表示， 无论
多么先进的监控技术， 都离不开人的操作，
怎样对具体操作人员进行全程监控始终是个
难题。 就考场内高科技作弊的个体行为来说，
大多数情况监考老师能够发现， 管与不管只
是主观问题。 这背后涉及监考老师的责任心，
也与地方利益分不开。 对此， 北师大教育政
策与法律中心主任余雅风表示， 打破高考中
的地方利益根源是关键。

违规惩处不力， 是高考屡禁不止的重要
原因， 这是一些研究者的共识。 罗立祝表示，
高考舞弊的处罚显得过于宽松， 少数考生敢
于侥幸冒险不足为奇。 高升说， 我国全国统
一教育考试规模庞大、 功能重要， 但建国后
始终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予以规范。

铤而走险背后的驱动力更值得反思。“高
考舞弊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是高考能给个人
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回报。高考与个人的文凭
证书、就业、收入、声望地位等切身利益密切相
关，是一种高利害的考试。 ”罗立祝说。

因此，余雅风表示，治理高考作弊行为绝
不是仅仅通过立法就可以解决的，背后有着深
刻且综合的原因。 中国单一的人才评价体系，
唯学历的用人机制，甚至只看重升学率的对学
校、地区的单一维度评价方式，都需要改革。

在21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 要
改变高考成绩在升学录取中的“唯一性” 地
位， 尤其是重点大学在评价、 录取学生时，
高考成绩只应占一定的权重。 在国外， 高校
实行自主录取， 学生即使获得好成绩， 但其
他方面表现不佳， 照样不会被大学录取。 而
且， 国外高校宽进严出， 达不到标准者将无
法顺利毕业， 这也是国外升学考试中作弊学
生较少的原因之一。

余雅风表示， 高考作弊屡禁不止与社会
大环境息息相关。 例如， 虽然教育部已经在
推进考生诚信档案的建立， 但整个社会形成
比较完备的信用系统还有待时日， 社会风气
的改善也非一日之功。

治理高考作弊的
法律视角

虽然我国各种国家统一考试规模庞
大， 但却没有一部专门的 《考试法》 对
作弊行为进行规范。

据记者了解， 目前我国与考试作弊
相关的立法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
法律和行政法规。 全国统考的试题按国
家绝密级事项管理， 《刑法》 规定了泄
露国家秘密罪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保密法》 则对不同秘密的等级做了规
定。 行政法规则有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暂行条例》 等。 第二层次是教育部的行
政规章， 如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 第三层次是地方性立法与制度，
例如 《江苏省2012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办法及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对于没有法律法规层面专门立法的
现实， 北师大教育政策与法律中心主任
余雅风表示， 当前只能对泄密行为追究
刑事责任， 但是对于其他严重的、 社会
影响大但不属于泄密的作弊行为， 没有
明确规定。 而现行的 《国家教育考试违
规处理办法》， 仅是行政规章， 法律效
力在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之下， 仅能
在教育部门内部使用。

而从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 本身来看， 余雅风表示， 作为较低
层级的规章， 该办法没有与刑法、 行政
处罚法等法律形成有机、 系统的契合，
对于不同主体如校长、 班主任、 教师、
学生的行为界定不明确， 操作性不强。
比如， 作为事业单位法人代表、 行政技
术人员的校长、 教师， 其作弊行为到底
是被界定成组织作弊， 还是怠于行使职
责等， 认定与处罚依据不清晰。

同时， 有专家表示， 销售各类作弊
器材的卖家在网络上招揽顾客， 提供作
弊交易信息的平台也应承担连带责任，
但这一环节往往成为法律真空。对此，余
雅风表示， 网络平台上销售明确标明考
试作弊用途的器材， 第三方平台应负有
一定责任，当前这方面的监管存在不足。

余雅风建议， 应通过立法， 确立不
同主体、 不同作弊行为的刑事、 行政、
民事法律责任， 加大惩罚力度， 在部门
规章层面也进行更有操作性的界定， 使
得作弊行为整个链条上的各个主体都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报记者 俞水）

部分防作弊设备

观 点

南京某高考考场外，
考务人员手持无线电信
号搜索器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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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前， 高考作
弊的主要特
点为高科技
化、集团化、
职业化 、内
部化。

■多部
门合作的防
控机制、“亮
剑” 考场的
高科技防弊
技术、 被全
方位监控的
标 准 化 考
点、 记录作
弊行为的诚
信档案、渐
趋严厉的事
后处罚……
共同织就了
高考作弊防
控网。

■防范
舞弊与代价
适度如何平
衡， 考务人
员的监管难
题 如 何 解
决， 铤而走
险背后究竟
是何种利益
驱动， 都是
这场魔道之
争留下的思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