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第 9 期
( 总第 207 期)

EDU CA TION EX PLORAT ION

No 9, 2008
Serial No 207

要立法严惩高考作弊
刘额尔敦吐, 蒋极峰
(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多年来, 高考考生作弊行为屡禁不止, 且有 升级扩大 之势。其 呈现作 弊手段科 技化, 作弊 范围扩 大化

和作弊目的金钱化的特点。考生作弊无论是社会原 因, 还是个人 原因, 都不 是道德 规范所 能解决的。 针对考 生作
弊严重影响人的教育权和社会的规范与稳定的现实, 迫切需要采取相应的法制措施, 即制定 考试基本 法、
加大 作弊
成本和群众参与立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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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恢复高考以 来, 高校 已经培养 了数千万计 的各
类专业人才, 不少人成为 了社会各界 的精英。高考对 社会
发展的贡献众所 公认, 高 考的积极作 用有目共 睹。但 是随

内外勾结实施作弊, 还有的采用作弊眼镜、作弊笔、作弊表、
钱包接收器等 进行作弊, 各种作 弊工具令人 瞠目结舌。甚
至在一些边远地区, 也开始 出现用隐形 耳机这样 的高科技

着时间的推移, 高考存在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 高考的各个
环节都有待改革和完善, 其中危 害最大影 响最坏的当 属作
弊行为屡禁不止, 而且大 有升级扩大 之势。考试作弊 是指

工具作弊, 在没有特别仪器检测的 情况下, 监考人员仅凭肉
眼根本无法发 现。面 对不断升 级的高科技 作弊手段, 虽然
有关部门的反作弊措 施也在不 断提升, 但是反作 弊措施永

考生或考务人员及其他 人员在考 试过程中违 背考试公 平、
公正原则, 以不正当手段利用各种明文禁止的工具应考, 获

远跟不上作弊手段的 更新速度, 这也警 示我们必 须采取强
有力的措施予以严惩。

得或试图获得试题答案 提高考试成 绩, 破 坏考试秩序 的各
种行为。高考作弊已经 严重地破坏 了社会秩 序, 严重 地破
坏了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严重地 破坏了社 会公平竞争 的途

2 作弊范围扩大化
从参与作弊 的人数看, 2006 年 全国 952 万名高 考学生
中, 违规考生大约超过 3000 人, 可见作弊人数之多。更有甚

径, 严重地破坏了社会诚信规则, 已经到了必须严打严惩的
程度。为此, 社会各界对高考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人们期

者在网上组建网站, 通过短信传答案, 并开价收费。由此可
见作弊范围在 不断的扩大, 并有 蔓延之势。考试 作弊不仅

望考试的公平、
公正和科学。

是道德问题, 还是一种社会问题, 必须高度重视, 认真对待。
3 作弊目的金钱化
由于经 济利益的驱使, 导致一些利欲熏 心的人铤而走

一、
高考作弊的新特点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指出, 防止作弊光靠教育
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 要求, 矛 盾双方的 对抗手段也 早已

险, 瞄准高考这块净土组织作弊。2003 年高考期间, 陕西省
南郑中学两名教师收受考生现金12 000元, 利用手机发送答

从 道德层面! 延伸到了 技 术层面! ∀。 打击作弊最大的软
肋还是缺乏足够 的法律支持。因为 法律震慑 不够, 才 有人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借高考作弊大发不义之财, 甚至教育者

案;2006 年四川省资阳市高考作弊案中, 预谋者通过收取作
弊设备费、
每科答案费, 雇 抢手∀ 为考生作弊。一些考生坦
言, 进入考场时偷偷地把准备好的 钱塞给监考老师, 以求其

也参与其中∀。近几年高考作弊之风大有增长之势, 很多案
例都说明考试作弊的发 展势头越来 越猛, 作弊手段越 来越

能 睁一眼闭一眼∀ 。以上足以说明高考作弊趋向金钱化。

高。其突出的特点可以归纳以下三个方面:
1 作弊手段科技化
现在的作弊手段已经由小抄、替考发展到利用手机、电
子词典, 又扩大到 利用对讲 机、针孔 摄像机、无线耳机 等高
科技设备。有的使用手机、
对讲机、 耳麦∀ 等无线通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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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考作弊的原因分析
高考作弊原因很复杂, 既有社 会原因, 也有作弊者自身
原因。从社会 方面看, 一是人才 选拔竞争 加剧。由于目前
社会就业压力增 大, 唯学 历、重 文凭的用人 之风盛行, 而高
等教育资源又无法满 足社会需 求, 一些 人为了上 好学校选
好专业, 于是 铤而走险实 施作弊。二是利 益驱动。一些作
弊的组织策划者多是 为了获取 经济利益, 满足金 钱私欲而
实施作弊。三是法制宣传教育不到位。在中小学和大学法
制教育的内容贫乏, 方法呆板僵化, 不能联系人的社会生活
实际进行教育, 达不到 增强法制 观念的目的。人 的法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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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淡薄就容易发生作弊行为。四是考试法制不健全。由于
对高考缺少法律的严格 规范, 也 在客观上 为一些人实 施作
弊留有空隙。从个人方 面看, 一 些作弊组 织者和作弊 考生

风险, 会对那些遵守社会规范的成 员起到诱导和误导作用,
减弱人们遵守 社会规范的 自觉性。第三, 降低社 会的凝聚
力。一个社会的发展 需要人们 真诚的团结 和合作, 如果对

实施作弊, 主要是诚信滑坡, 道德低下, 观念发生曲扭, 认为
考试是以 成绩论英雄∀, 只 要能达到 目的, 可 以不择手 段。

在社会活动中出现的 欺诈等越 轨行为惩处 不利, 就会降低
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 造成 越轨者与受 害者之间 的关系紧

由于道德的滑坡, 法制的薄弱, 考试作弊行为在一些地方逐
渐地被容忍、
放纵, 甚至 在某些环节 得到支持, 导致作 弊大
有日益泛滥之势。从考务人 员方面看, 受 人情∀ 风、 人情

张和冲突, 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 高考作弊严重的应该属
于 盗窃泄露国家 机密∀ 、 扰 乱社会正常秩 序∀ 、 破坏公平
公正竞争∀、 非法获取 不义之财∀ 和 玩忽职守、失职渎 职∀

大于法∀ 、 法不责众∀ 等错误思想影响, 一些人 不 得不∀ 为
作弊者提供方便, 还有一些人完 全出于营 利的目的而 组织

等各种犯罪活动。
2 法制措施

或参与作弊。
在剖析以上诸多原 因的同时, 必须看 到法律缺位 是考
试作弊盛行的一 个最主要的 原因。到目前为 止, 我国 关于

( 1) 制定考试基本法
依法治 考需要制定考试基 本法, 通过考 试基本法划分
考试类别, 确定考试性质, 调整考试关系, 规范考试行为, 界

考试的专门法律还是空 白, 对作 弊人员的 处理手段多 停留
在规章层面上, 还没有强 制性的法律 规范。近年出现 的高
考作弊案, 虽然参与作弊的当事人都受到严厉处罚, 但由于

定考试作弊[ 3] 。在考试基本法的规范下修订完善各级各类
关于考试的法规和规章。依据考试基本法可在∃刑法% 中增
设 考试作弊罪∀ 的条款, 将考试作弊纳入刑法的范围, 加大

缺乏法律依据, 只能由教育行政部门按 违规∀处理, 处罚力
度远远不够。当事人受处罚的成本大大低于作弊收益的成

对考试作弊的 惩处力度。要对 组织策划考 试作弊、窃取泄
露考试试题、替考代考行 为、团 伙作弊首犯 要犯、作弊中介

本, 这对企图作弊者起不到警戒和震慑作用, 作弊频频发生
也就在所难免。
在法制社会唯有法律才是确保考试公平的最重要的防

责任人、
失职渎职公务 人员予以 严惩。对于那些 作弊手段
恶劣、
严重破坏考试秩序、损害 巨大、后 果严重和 影响极坏
的行为, 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加重惩罚。

线。制定考试法, 依法对作弊的组织、实施、
技术培训、器材
生产和销售等所有的行 为制定出严 厉的惩罚 措施, 一 旦证

( 2) 加大作弊的成本
依法惩治考试作弊一定要加大作弊违法的成本。按一

据确凿, 就要依法打击, 数罪 并罚, 严 加惩处。依法治 理考
试作弊不仅要防范考生, 考务工 作人员也 是重要的防 范对
象。考务工作人员若没尽到职责, 甚至有故意失职、渎职行

般的法学理论, 当作弊违法成本大于作弊收益成本 5 倍时,
作弊行为就会受到遏制或收敛。当作弊违法成本大于作弊
收益成本 10 倍以上的时候, 作弊行为基本上可以得到抑制

为, 应加重处罚。遏制作弊不仅着眼于考场之内, 还要关注
考场之外, 传播兜 售虚假考 试信息、传授作弊 手段方法、制

或杜绝。相信只有在 法律的威 严下, 考 试作弊行 为才会降
低到最低限度。

造销售作弊工具、
组织参与窃题泄题、联系或出任替考者和
代考者等都应属于考试作弊之列。

( 3) 群众参与立法
考试立 法要充分调动群众 的积极性, 最 大限度地让广
大群众参与立法过程, 走群 众立法与专 家立法相 结合的路

三、
高考作弊的危害与法制措施

子。要广泛 征集 吸纳人 民群 众中对 于考 试立 法的研 究成
果, 根据考试立法的特殊 性, 改 变传统的立 法模式, 鼓励社
会各界研究拟订∃ 考试法% 草案, 并作为制 定∃ 考试法% 的参

1 高考作弊的危害
( 1) 严重影响人的教育权
高考是中等教育和 高等教育之 间的衔接 点, 参加 高考
是我国高中学生晋升到大学的一个关键步骤 [2] 。高考涉及

照和素材, 这样即节省时 间, 又 有广泛的社 会基础, 相信其
实用性和可行性是会令人满意的。

人多、
面广, 影响 大, 与每 个人的切身 利益密切 相关。从升
学深造到就业应聘, 从职业资格认定到晋级增薪, 几乎都离
不开考试。考试已不是 简单意义上 的一般性 社会活动, 考

一个国 家的强盛离不开法 治, 依法治考 是社会主义民
主法制 的 组成 部 分, 有 助 于 社 会和 谐, 是 社 会发 展 的 必
然 [4] 。制定考试 法, 调整 考试关系, 规范考 试行为, 使考试

试已经直接关系到人的 受教育权和 发展权, 关系到人 的前
途与命运, 与人的事业和 生活的联系 越来越密 切。鉴 于考

活动走向科学化、法制 化、现代 化的轨道 是营造公平 公正、
健康有序考试环境的根本保障。

试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 展中的作用, 考试 作弊已经成 为严
重的社会问题。
( 2) 严重影响社会的规范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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