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者视角”
关爱中职生

本报6月5日讯 4日上午，
关注青少年成长的大型心连心
公益活动在湖南师大附中星城
实验中学拉开帷幕， 爱心人士
通过“第三者视角”的介入，给
学生、老师、家长搭建了一个心
连心的平台， 一系列在德育教
育方面的创新尝试， 为探索中
职教育健康发展之路提供了新
方向。 ■记者 贺卫玲

链接

除谣言外， 一些不法分子
谋取私利的骗局也要警惕。

1. 发送虚假查分网址：通
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网址，让
考生输入身份证号、姓名、手机
号、银行账号等信息后，将这些
信息记录并贩卖， 或者根据这
些信息进行精准电信诈骗。

2.以高考为由头的“木马”
诈骗： 向考生和家长发送带有
木马链接的短信， 或是在网站
上设置一个诱骗性的木马链

接，只要点进去之后，木马程序
便植入手机， 获取关联银行卡
等信息，通过拦截获取支付验证
码，经网购消费变现或通过第三
方支付平台红包转账提现。

3. 以“特长生加分优惠”诱
骗：称能办理艺术、体育、小语种
等各类“特长生”加分，以此骗取
钱财。甚至还会冒充高校招生办
工作人员，租用办公地点、考试场
地，私自组织小语种、艺术类提前
招生考试，骗取考试费和录取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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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大有个
“最牛自考班”

本报6月5日讯 昨日，湖南
农业大学“相约农大 携梦起航”
优秀自考生夏令营活动举行。
记者获悉， 湖南农业大学2014
级“弘毅致远”实验班可称之为
“最牛自考班”， 在今年全国研
究生入学考试中， 上线率和录
取率达到了60%。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裴昌胜

每逢高考，刘明炜、白娅倩、
李雷雷等“丢过准考证”的名人，
总会被人贴到网上疯传，如同狗
皮膏药一般。你若是拨通了里面
的电话，很可能就掉进骗子的陷
阱了。6月5日， 湖南公安在线发
布了高考辟谣手册，提醒考生和
家长莫着了骗子的道。

谣言一
XX的准考证丢了

【谣言】“朋友捡到一个准
考证， 有认识的通知一下……
扩散，扩散，别耽误孩子高考。”

【真相】 同一信息多地散
布， 联系电话多为虚假。 早在
2012年就有“准考证掉了”的谣
言，年年考试，年年传谣。如果
高考准考证丢了，考生可由所在
中学或街道出具证明，到所在区
高招办办理挂失及补办手续。

谣言二
2017年英语考试变化

【谣言】 “英语改革教育部
最新通知”曾经也被疯狂转发，有
的说英语要退出高考， 有的声称
2017年高考英语分数将大幅提高。

【真相】 教育部对考试招
生制度方案会“先试点再推
广”，并按照“三年早知道”的原
则，方便考生和家长提前了解。

谣言三
考题泄露，花钱能买试题

【谣言】 每年高考语文还
没开考，网络上就已“剧透”出
N个版本的高考作文题，引发
全省乃至全国在网络上疯传、
疯转。

【真相】 高考试题属国家
绝密材料。 高考试题的保管和
运送都有严密的管理措施，所
有接触试卷的人员都实行封闭
式管理。考试前，试题不可能被
泄露。

谣言四
阅卷为赶进度不管对错

【谣言】一条内容为“高考
阅卷老师冒死揭露内幕，学生前
途就是这样被耽误”的信息引人
关注，说高考阅卷工作只为赶进
度不管对错，且会跨科阅卷。

【真相】 高考阅卷人员遴
选过程严格。 为了充分理解当
年高考试题、吃透评分标准，评
卷老师还要接受严格的岗前培
训。 培训中老师们会对标准卷
进行试评，绝不可能跨科阅卷。
一旦发现评卷老师可能存在问
题，卷子都会复查重评。阅卷结
束后， 相关部门还会对试卷多
次校验。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禹亚钢

2017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
在考生和家长紧张备战的同时，
不少商家也瞄准了商机： 普通的
笔、蜡烛、内衣和鞋子……只要与
“高考”攀上关系，都成了近期的
热卖商品， 不仅价格比同类商品
更高， 而且销量不用愁。 更有甚
者，连算命看风水、开光做法事等
迷信“服务”也挂靠上了高考，甚
至可以提供“线上服务”，颇受一
部分考生家长的追捧。（6月5日
《北京青年报》）

“高考经济” 已经火了很多
年，而在高考经济中，常常有各种
迷信的兜售出现， 每年都有关于
“彩头”、“祈福”这样的现象，例如
有人去住所谓的“状元房”，无论

这房间价格是否高得离谱， 现在
连开光做法事的在线服务都出现
了， 可谓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
到。

这种“为前程，问鬼神”的心
理， 无非是在焦虑之下寻求一种
安慰， 或者说期待冥冥之中上天
能够给自己再上一份保险。 每逢
大事， 不少人总会下意识地希望
有看不见的力量相帮相护， 这种
心理可以理解， 但涉及到高昂而
不合理的经济付出， 就需要另外
看待了。2012年， 有家长图吉利，
宁愿花高价让孩子住进房东自称
出过清华北大学生的“状元房”
中，然而事实迅速打脸，这些“状
元房”大多是赚钱的幌子。付以虔

诚礼奉之心， 得到的却是毫不客
气的欺骗， 俨然已经被人当傻子
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疯狂的“高
考经济” 中一些人坐地敛财的实
质以及考生家长理智丧失、 过犹
不及的行为倾向。

正常的经济行为， 只要没有
涉及坑蒙拐骗， 我们完全可以支
持，就像高考专用内衣、高考鞋，
以及用来供考生休息、 要价偏高
的高考房， 毕竟这些都属于较为
合理的市场需求，无可厚非。但如
果用迷信蛊惑考生或家长， 要他
们用高价购买开光做法事这样的
线上服务，则已经构成欺诈犯罪，我
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就
明文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
列内容的信息，其中就包括了宣扬
邪教和封建迷信的条款。

商机蕴含在市场需求之中，
很多时候也蕴含在人性弱点之
中。“高考经济” 年复一年的火爆
就印证了这一点。 考生及家长对
未来的不确定性， 或者对未来的
志在必得， 往往让借机敛财者趁
虚而入， 将商品套上一些虚无缥
缈的概念，大肆提价售出，甚至契
合心理将迷信产品售卖得风生水
起。市场监管固然要负起责任，但
考生及家长保持理智更为重要，
目前有不少家长就是因为功利心
切，同时跟风严重，才让这样的畸
形商业行为钻了空子， 如不少家

长跟风给孩子买“补脑保健品”，
但我国实际上并没有批准任何
“补脑”保健品。这也证明，“高考
经济”的生意经被念歪，很大一部
分原因就是相关消费者的助推所
致。

十年寒窗不易， 对于家长和
考生， 我们很愿意给予宽容和优
待，但同时还是希望在大考之时，
考生和家长们要相信自己， 相信
平时所下的功夫， 而不是寻求鬼
神之助，神智清明、加倍努力者，
不必鬼神来助；神智混沌、懒散松
懈者，鬼神助之亦无用。

最后， 希望广大考生能超常
发挥，考出好成绩！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6月5日讯 高考即将
来临，怎样才能合理地安排好考
生的饮食？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医师、
疾病管理专家李定文教授开出
了饮食“妙方”。

李定文教授提出，高考生饮
食应注意四大原则。首先是不要
改变食谱。李定文教授说：“考生
平常的食谱就是其最喜欢的食
谱，也是最适应其胃肠道的。”

其次是适当增加优质蛋白
质。“均衡膳食非常重要。” 李定
文教授说，鸡蛋、豆腐、瘦肉、当
季的新鲜蔬菜以及蘑菇等菌类
都是考生所需要的。

再次是不要带考生到外面吃
饭。因为安全很难保证，如果导致
腹泻、肚子疼等症状出现，会影
响考生发挥。

最后是考生的饮食不应太
“咸”，煎炸类食物也应少吃。

李定文教授提醒考生及家
长，不要饮用浓茶、咖啡等提神
饮品。咖啡因虽然能让人暂时不
困， 但是会消耗更多的营养素，
并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具有养
心安神功效的食物有： 百合、茯
苓、莲子、猪心、小米等。凡因体
衰、 神经衰弱等引起的睡眠不
安、易醒、多梦、易惊、易怒者，睡
前可饮莲子汤；较急躁的考生则
可多吃含钙丰富的食物， 如牛
奶、酸奶、小鱼、小虾、芝麻酱。

对于如何缓解考生的“考前
综合征”，李定文教授表示，可以
吃含丰富维生素C或含钾离子
的食物，如香蕉、苹果等水果，都
是可以抗焦虑的。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平孟 郑琪琪

高考来临，这些谣言和骗局别轻信
警方提醒：准考证丢了求扩散、考题泄露是谣言，虚假查分网址、木马链接莫点击

高考应信自己勿信“鬼神”视
点

这些骗局考生家长要警惕

香蕉苹果抗焦虑，浓茶、咖啡不要喝
怎样调节考生饮食，专家给你开“妙方”

6月3日，工商人员在商场检查2B铅笔。连日来，郴州市教育、工商、环保、质监、食药监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护航
高考”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和销售“三无”、不合格高考用品、食品等违法行为。 范湘平 摄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