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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拍照上传数学题”拷问高考纪律
丰收
高考制度之所以设立入场安检和
考场监考，就是为了严防作弊。教育
部官网也显示，各地将积极采取多种
检测手段，防止各种作弊工具进入考
场。河北沧州一名女考生因戴金属牙
套过安检引发警报不能进入，体现出
检测手段的“厉害”。涉事考场安检环
节却未发现考生携带手机进入考场，
令人费解。
同时，
考场的监考人员也没有发现
吴某某拿出手机一番操作。这说明从
安检到考场两个环节，
本该严格把关但
都失守了。监考人员显然不是稻草人，
而是守护高考纪律的责任人。相关监
考人员究竟是麻痹大意还是有其他不
可告人的原因？希望有关部门深入调
查，
给关注高考的公众一个交代。
假如不是 Ap
p的工作人员发现后
截图举报，吴某某作弊行为是否有可
能得逞？吴某某把数学题拍照上传到
上述 App后，是自动搜索考题答案还是
有人配合其作弊？只有把这种作弊手
段的逻辑和真相完全搞清楚，才能把
所有的责任人一网打尽，今后也才有
望预防类似作弊手段。

尽管相关部门一再强调高考纪
律，各地也在加强入场检测手段，但仍
然未能杜绝考生作弊，当地相关部门
理应以此为契机，重新审视高考监考
的全流程工作，从入场检测设备，到考
生的纪律教育，从监考人员的工作培
训到对考务人员的监督。只有把每个
环节的工作落实到位，才能杜绝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
考生吴某某罔顾考试纪律的行为
理应得到相应的处罚。根据《国家教
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向考场外发
送、传递试题信息的，可以视情节轻
重，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 1至 3
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
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至 3
年的处理。
另外，吴某某作弊是否是“一个人
在战斗”
？如果有人配合作弊或者组织
作弊，
则涉嫌触犯《刑法》。
《刑法》规定，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与
此相关的后续处理应尽快给予回应。

漫

说

6月 8日，针对网传考生吴某某将
高考数学题拍照上传至小猿搜题 APP
一事，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教育局通报
显示，
考生吴某某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
场拍摄试卷属实，
监考人员存在入场安
检和监考失职问题；
已停止当事监考人
员监考资格，对失职人员将进一步处
理；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对违规考生作出取消此次考试资
格等处理。
（6月 9日《北京青年报》）
有关部门处理此事，
堪称严肃和高
效。这种严肃、高效的处理，既对其他
有不良企图的考生是一种及时提醒，
也
对其他高考监考人员是一种警示。希
望其他考生能汲取教训，
严格遵守考场
纪律；
也期待所有监考人员严格履行职
责，
捍卫高考纪律和高考公平。
让人感到费解的是，每年高考之
前，有关部门都在强调考场纪律，比如
严禁携带各种通讯工具，如手机及其
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今年高考
前，教育部官网再次表示，积极开展打
击考试作弊等专项行动。尽管如此，
还是有考生不顾考场纪律，把数学题
拍照上传到 App。

依法刑拘
在 6月 8日举行的广
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杨
炳升通报了近日依法查
处的违反疫情防控相关
管理规定的多个案例，其
中番禺一位居民因隐瞒
旅居史和接触史被公安
机关刑事拘留。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助老就医”是一片亟待开发的蓝海
秋实
功能复杂的自助机、星罗棋布的
科室，还有窗口前长长的队伍……让
不少独自就医的老人手足无措。挂
号、化验、缴费、取药……在看病的各
个环节中，不同情况的老人需要有专
业人员的指导和帮助，这已成为老年
社会需求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志
愿者或专业护理人员全程陪同的助
老就医，让老年人感到看病没那么难
了。
（6月 8日《北京晚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老年人看
病难现象日益凸显。最突出的表现
是，预约挂号越来越普及，老年人挂号
却越来越难；移动支付日益便捷，老年
人反倒日益为之发愁。不少老年人连
医院的指示牌都看不清，又怎能看清
手机屏幕？医院过多的科室都能让老
年人晕头转向，手机软件上复杂的操
作路径，自然会让老年人望而生畏。
老年人看病难已成为一种社会现
象，解决这道难题，除了推出更多适老
智能产品、为老年人保留传统就医通
道之外，还需在助老就医方面多出硬

招、多下功夫。北京市部分医院推出
的助老就医服务，为化解老年人看病
难提供了参考。
首先要看到，助老就医，对老年人
有利，对医院同样有利。老年人易患
病，诊疗开支大，是医院的主要服务对
象，医院为老年人提供更周到的服务，
是对等回馈，理所应当。医院的设备
好、专家多、技术强，这属于硬实力，医
院文化、服务态度、就医感受等，则属
于软实力，软硬两种实力都强，医院才
能立稳品牌、提高声誉。医院选派更
多医护人员助老就医，在软实力方面
加大一些投入，
很有必要。
当然，
助老就医不能全指望医院，
社
会也可发挥巨大作用。志愿者组织是否
健全、
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高不高，
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
来，
志愿者数量呈指数级增长，
帮助老小
弱残，
是志愿服务的重要内容，
志愿服务
可在助老就医方面倾注更大力量，
帮助
医院把这件事做好。此外，
社区、
基层医
疗机构、
养老机构或具有医养性质的驿

站、
家庭医生等，
都应该在助老就医方面
各尽其职、
各尽所能。
市场在这方面的潜力，也有待挖
掘。最近，
“医院陪诊”
这个新兴职业走
入公众视野，
服务对象主要是异地就医
人士和老人。尽管这类服务要收取一
定的费用，却受到了老年人的追捧，这
块市场蛋糕可以做得更大一些。
“网约
护士”
方兴未艾，
将助老就医纳入
“网约
护士”的服务范畴，对化解老年人看病
难也很有帮助。助老就医的社会需求
巨大，倘若能够培育出更多优质供给，
就会形成供需两旺的局面。
社会老龄化带来了一些挑战，老
年人看病难是重大挑战之一；另一方
面，老年产业也带来了诸多机遇，助老
就医对活跃经济、促进就业等，都很有
帮助。别把养老当负担，别把助老就
医当麻烦，这片亟待开发的蓝海，包含
着很多机遇和益处。认识到这一点，
就更应该调动各种力量，共同完善助
老就医模式、丰富助老就医内涵，造福
于老年人和整个社会。

法律援助立法为社会
公平正义依法撑腰
新华社记者 白阳 刘硕

当你陷入人生困境时，法
律援助能为你点亮一盏扶危
济困的明灯。日前，法律援助
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二审，标志着法律援助立
法工作迈出重要一步。
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范
围 、强 化 案 件 办 理 的 质 量 监
督、提升从业人员的保障水平
……草案的一系列立法组合
拳，让弱势群体的维权渠道更
畅通，为社会公平正义依法撑
腰。
法律援助作为公共法律
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法
治的人情味。此次提请审议
的法律援助法草案二审稿，增
加“确认劳动关系”
“生态破坏
损害赔偿”等申请事项，强化
对英烈人格权益以及见义勇
为等情形的法律援助保障力
度，既从社会公众的现实需求
出发，把更多有需求的群体纳
入援助范围，又体现出鲜明的
价值取向，让法律成为公序良
俗的强大后盾。
法律援助虽然是一项无
偿服务，但与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息息相关。免费的代理律
师能否尽心办案？指派的辩
护人够不够专业？对这些顾
虑，法律援助法草案着力提升
质量监管，要求相关机构制定
质量标准、开展质量考核和监
督，并及时查处相关投诉，从
制度上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承
办律师等提升服务质量，让每
一起法律援助案件经得起法
律和时间的检验。
为免除法律援助机构和
从业人员的后顾之忧，法律援
助法草案特别强调要健全法
律援助保障体系，对法律援助
补贴标准实行动态调整，并明
确相关税收优惠措施。这些
切实举措抓住了行业补贴低、
获得感弱等痛点，让从业人员
心里更有底、让相关机构更有
积极性，有助于吸引更多优秀
人才加入这一队伍。
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
来源于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
的公平正义。法律援助工作，
一 头 连 着 民 心 ，一 头 连 着 国
情。有理由相信，当法律援助
的相关规定和经验成果上升
为法律制度后，这项公益事业
的“筋骨”将越来越壮、
“作风”
将越来越实、
“境界”将越来越
广，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不断
夯实信任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