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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河南 4 名高考考生家

长实名举报，称自己的孩子高考答

题卡被掉包，导致考生高考成绩与

平时成绩和预估成绩相差巨大。举

报信在网上发布后，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 8 月 8 日，该事件有了新进

展。据媒体报道，当日，河南信阳考

生李闻天和河南商丘考生小淇

（均为化名）， 来到河南省招生办

公室查看自己的答题卡。李闻天查

看高考语文、数学、英语和理科综

合答题卡后，确认答题卡上是自己

的笔迹，没有掉包。李闻天表示，自

己已经确认放弃笔迹鉴定，并和母

亲写了情况说明。

商丘考生小淇查看答题卡后，

仍对自己的真实成绩有怀疑，目前

正在等待最终的笔迹鉴定结果。答

题卡掉包或没掉包， 真相只有一

个。 要搞清楚真相其实也不太难，

毕竟所有的事件都有迹可循。 8日

上午，4 位当事考生的数位同学开

始就此事爆料，家长们可能被蒙骗

了。

8 日，一名网友自称是苏某所

在郑州一中的同学， 该网友发帖

称：“不可能是偷换试卷， 苏某想

复读，故意考砸，欺骗父亲。 ”

这名网友名叫“射天狼” 。 这

名网友称， 自己和苏某是高中同

学，苏某平时的成绩确实是在 600

分左右，但她是自己主动考差。 至

于原因， 他从了解到的情况推测：

因为苏某理想的大学是北师大，但

她的实力没法考上北师大，所以想

复读，但她爸想让她考走，不想让

她复读。于是苏某故意考出一个特

别差的成绩。

根据公开信息查询，北师大今

年在河南的本科录取线为理科

640分。

除以上爆料者外，8 日中午，

一名自称是苏某同班同学的网友

也在知乎上爆料。 这位匿名用户 8

日中午晒出了自己郑州一中的学

生证、学生卡、高中毕业证等，以证

明自己是苏某的同班同学，同时爆

出多张微信聊天截图。

从该网友爆出的微信截图可

以看到，7 月 1 日， 苏某父亲苏洪

在班级家长群中，发了一段《河南

惊现偷梁换柱高考试卷致使河南

学子录取无望》的长文字，这段文

字在家长群引起热议，当即就有家

长询问自己孩子此事的真实性。

微信截图显示，一位苏某的同

学称，苏某在高考刚结束时，曾说

过“因为想复读一年，在高考时故

意写错答案，乱写或空题” ，“语文

稍微好点，别的都是随便考的” 之

类的话。

有知乎网友指出，苏某语文卷

子考号条形码是能对上的，再结合

苏父认为被调换的作文与她后来

默写的作文来看， 字迹相当相似，

文笔也一个水平， 还有 “不负年

少” 这个关键字重合，推断语文卷

子应该是她自己所答。

该网友推测：“她的语文成绩

是 88 分，这是高考的第一科，属于

考砸的分数，她应该在考语文的过

程中已经意识到自己考砸，并且在

她本来成绩就不容易考上 985 高

校的情况下， 心态是可能会崩的，

在接下来几科故意考砸也不是没

有可能。 ”

自称是苏某同学的网友称，

“我个人感觉百分之八九十是她

父母被忽悠了，当事人应该很清楚

为什么只考了 300 多分以及答题

卡有没有被掉包。一起等调查结果

好了，当然结果肯定是查不出来谁

换的答题卡，因为从头到尾答题卡

就没有被换过。 ” 彭拜

河南高考“掉包案”反转———

考生想复读 故意考砸骗家长

贵州大学新闻系吴妍老师说：

“大学生消费水平，主要还是要看

个人家庭条件，还有个人的生活习

惯。但我觉得可能大多数学生的消

费在两千以内，一千五算是一个比

较合适的数目。 如果再高的话，对

普通家庭来讲， 会有比较大的压

力。 ”

吴老师还说， 对于大学生而

言，要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念，理智

消费。 作为一个纯消费者，要知道

自己的经济来源大多靠家庭，所以

自己的消费要考虑到家庭的经济

状况，父母的承受能力，要有自制

能力，不能盲目地陷入感性消费的

误区。 如今有的学生大手大脚，沉

迷于盲目消费中，比如最近许多大

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大大增加自

己和家庭的负担，甚至陷入各种校

园贷陷阱中。

吴老师表示， 作为大学生来

说，不仅要节流，开源也很重要，大

三大四课业比较少，业余时间可以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兼职，不仅能补

贴生活，还能开阔视野，提前接触

社会，积累工作经验，为毕业找工

作打下基础。

本报记者 孙征康

读大学到底需要多少生活费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马上八九月份，准大学生们就要开学了，家长给多少生活

费才合适？这也是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给多了，怕自己的孩子乱花钱；给少了，怕委屈

了自己的孩子，或者陷入各种不良贷款陷阱中。 为此，本报记者走访了贵州各大高校，

向不同的同学了解情况，并请辅导员给大家提建议。

每月六百元 还能给家里买东西

就读于铜仁学院的谭猛同学，

家里每一个月给他六百。按道理来

说，他铁定不够的。 但是对他而言

已经够了，而且他还经常给家里人

买东西，前不久还给家里买了饮水

机。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秘诀就是

做兼职。

平时周末在学校外面做一些

兼职，一天八十一百不是问题。 平

时在学校里面也做兼职，一个月兼

职所得的钱也有近一千了，已经完

全够花了，加上在暑假寒假又出去

做假期工， 一个月也有四千左右，

这些都是小秘诀。 家教、网上开店、

摆小摊、校内助学岗位这些都是赚

钱的来源。

谭猛同学介绍，学校外面烧烤

摊上的炒饭炒粉一般都是 8 元，校

内奶茶在 5 元左右，校内牛肉粉为

7元。

就读于贵州大学的白文志同

学介绍，贵大外面炒饭摊上的炒饭

为 9 元， 烧烤

摊上的炒饭为

10 元，校内奶

茶 在 5 元 以

上， 校内牛肉

粉为 8 元、校

外 为 牛 肉 粉

12元一份。

从这些东西的售卖价格可知，

贵阳市的消费比铜仁市的消费要

高，学生们的生活费，消费水平与

会随之调整，也许在铜仁市的学生

一个月只需生活费 800 元，但贵阳

市就需 1200—1500元。

一般情况下 每月最少需 1000元

一个月家里到底拿多少生活

费合适？ 对这个问题，贵州大学计

算机专业的白文志同学没有考虑

过， 他想了想说：“这个得按家庭

情况来分吧！ 我家里一个月给我

1200 元生活费， 可是我还是想办

法从家里拿到了 1500 元的生活

费。 学校食堂的饭菜也不便宜，一

顿下来最少都要 8 元，不过我一般

都是在外面吃， 一顿饭要花 12 元

左右，综合下来一个月吃饭就差不

多要 750 元，其他一些生活用品加

在一起一个月也就是 100 元，外加

一些其他开销， 一个月下来 1500

元花得干干净净。 ”

贵州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说，

对于贵阳这样的城市来说，一般一

个月需要 1000 元左右的生活费，

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当然，如

果家里实在困难， 有 700 元左右，

也能维持下去。

城市不同， 所需生活费也不

同。 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估计

月生活费在 1000 元以下的大学生

几乎没有， 在那种物价水平下，

1000 元应该也只能维持基本的生

存需求。

但如果在一些三四线小城市，

估计 800 多元的生活费，在没有大

的开销的情况下，应该能维持正常

的大学生活。

另外，生活费还取决于学生个

人的消费能力，这里的消费能力指

交际消费、恋爱消费、零食消费等

这些并非必须的消费。但大学生已

是成人，有社交和恋爱的需求。 恋

爱在大学里绝对是高消费，简单算

一下。 男女约会的成本非常高，出

去吃几次饭就要几百元，看个电影

两人团购的百八十元左右，加上些

其他费用，一个月约会的成本大概

在一千元左右。

穿衣打扮也是一个基础需要，

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一件

衣服最便宜的也要几十元，上百元

的也只是非常一般，稍微好一点的

就上千了。 如果是女孩子，还要打

扮自己，花费就更高了，生活费随

随便便就超过了一千。如果算上这

些需要， 每个月估计需要 2000 多

元的生活费。 在大城市，估计还要

往上涨。

量入为出 大学生要学会理智消费

近日， 金华园社区服务中心

的阅览室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志愿

者：小小图书馆馆长，他们是辖区

内热心参与志愿服务的同学们。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暑期

到来， 为了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参

与社会实践的平台，并宣传“志愿

服务，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的志

愿服务理念， 共青团金华园社区

团委组织开展了 “我当一天小馆

长”活动。 活动开展期间，新上任

的“小馆长” 们每天来到社区图

书馆“上班” ，对图书进行编号、

分类及整理， 认真维持图书馆的

阅览秩序， 为居民进行图书借阅

登记，并对图书馆进行打扫，保持

良好的阅读环境。

对于这么一个社会实践活

动，同学们十分珍惜。 有同学认为

“小馆长” 的活动，提升了动手能

力，培养了认真负责的工作意识，

锻炼了待人处事的技巧， 同时与

课外书籍的接触也激发了更大的

阅读兴趣， 对大家的综合素质发

展起到了良好作用， 希望社区以

后多举行此类的活动。

本报记者 李雯文

金华园社区开展假期活动：

辖区孩子 体验当图书馆馆长

记者从河南省济源市财政局了解

到， 今年以来济源市已全面免除公办

普通高中学生学费， 实现了从九年义

务教育向十二年免学费教育的提升。

济源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 济源市已全面免除公办普通高

中学生学费，所需资金 2045.2 万元已

列入市财政预算， 并分配至济源市现

有的 5 所公办普通高中， 共有 14485

名高中生受益。 济源市成为河南省第

一个全市范围内， 免除普通高中学生

费用的省辖市， 也标志着济源实现了

从九年义务教育向十二年免学费教育

的提升。

据了解，“全面免除公办普通高

中学费” 是今年济源市政府承诺的市

民生 10件实事之一，被写入今年市政

府工作报告。 2017 年起，济源市公办

普通高中学费标准调整为城区高中每

生每学期 750 元、 镇区高中每生每学

期 680元。 据新华社

河南济源：

全面免除

公办高中学生学费

针对少数学校暑期违规补课问

题， 江西省教育部门日前召开专题会

议， 提出从 8月中旬开始新一轮专项

督查，其中明确，全省中小学校（含民

办中小学）一律不得将校园、校舍出

让给其他教育机构举办各类培训班。

江西省教育厅要求， 除即将升入

高三年级的学生， 在坚持自愿和不收

费的原则下， 可在暑期适当安排教学

外，全省中小学校（含民办中小学）一

律不得在暑期组织学生变相补课或上

新课， 一律不得利用暑期举办各类学

科培训班、特长班、奥赛班、兴趣班、提

高班等。

江西省教育厅前不久派出的督查

组督查发现，少数学校暑期违规补课，

且出现新变种、新花样，有的学校利用

公办资源举办复读班， 有的学校存在

公办教师在校外机构兼职现象， 还有

的学校在校内违规举办所谓的兴趣班

和特长班。 据新华社

江西规定：

中小学不得将校舍

出让举办培训班

贵州高校学子自爆“开销”

记者从四川省教育厅获悉， 从今

年起，该省初中、普通高中要将毒品预

防教育知识纳入相关学科的初、 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 中等职业学校要将毒

品预防教育知识纳入德育课程教学及

考核， 以此来促进毒品预防知识在青

少年学生中入脑入心。

此外，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每年组

织学校举办一场禁毒主题展览， 观看

一部禁毒影片， 开展一次禁毒专题讲

座，组织一场禁毒征文比赛，举办一次

禁毒主题班会。

根据部署，由各市（州）教育行政

部门、禁毒部门牵头，于今年 9 月底前

制定出本地学校毒品预防教育考核评

估细则。从今年起，各地要将考核评估

结果纳入学校年度考核考评及评优评

先工作中。 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将学

校毒品预防教育纳入教育督导范围，

继续抓好督导检查。

据悉，四川教育厅、四川省禁毒办

将对各地工作情况进行抽查， 并将抽

查情况作为对市（州）教育、禁毒部门

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 据新华社

初高中学业考试

要考毒品预防知识

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