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131, No1 2
Jun12008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第 31 卷第 2 期
2008 年 6 月

Jo urnal o f Hig her Educatio n Res earc h

论考试作弊的现状、成因与对策

X

何玉辉, 刘舜尧, 王艾伦, 徐红承
( 中南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 摘 要]
目前, 如何有效地抑制考试作弊行为的 蔓延成为 社会各 界关注 的焦点。本 文分析 了我国 考试
作弊问题的现状, 指出考试作弊行为的根本原因就是利 益驱动, 同 时分析 考试作 弊的社 会历史 原因和 考生、考
试工作人员的心理偏差成因, 并从立法规范、诚信教育、教育与用人评价体系改革、高科技手段和信仰教育等 5
个方面提出了防治考试作弊行为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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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and Causes of Cheating in Examination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HE Yu- hui, LIU Shun- yao, WANG A-i lun, XU Hong- cheng
(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Now how to restrain the spreading of cheating in exam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ll circ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cheating in examination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basic cause of exam- cheating is profit- seeking. It also analyse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auses and the psychological deviation of the examinee and invigilates. Finally,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e exam- cheating are put forward in five aspects: legislation, honesty education, reform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high- tech facilities and belie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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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作 为各类教 学活 动中评 估学 生知识 水平、 检测教
学质量, 以及选拔人 才的 主要 途径, 对社 会的 发展 有着重
要意义。然 而, 目 前 我国 各类 考 试中 作 弊现 象 屡 禁不 止,
抄袭、夹 带、代 考、高 科技 作 弊 等作 弊 方式, 五花 八 门,
层出不穷。可以说, 考 试作 弊犹 如考试 的孪 生兄 弟, 成为
当前我国教 育中一个 难以 治愈的 顽疾, 不 仅引 起了 各级教

一、我国考试作弊问题的现状
( 一) 作弊人员的大众化
过去的作 弊多 呈 现 为 个人 化、 非普 遍 化、被 谴 责 化。
但当前, 对 作弊 问题 的 认识 同 以往 相比 有 了很 大的 不 同。

育行政部门 的深 切重 视, 也引 起了全 社会 的广泛 关注。尽
管考试的 组织 者想方 设法, 甚 至动 用公安、 武警, 力 图减

一方 面, 社会 舆论对 于作 弊现象 深恶 痛绝, 认 为是社 会诚

少或杜绝考试 作弊, 效 果却不 尽如 人意, 高考、 自考、公
务员考试、四、六级 考试、研 究生考 试、执 业资 格考 试等

容度也大大 增加。以 往作 弊是见 不得 人的事, 只是个 别考

各种考试都 出现 了程 度不一 的作 弊现象。 因此, 针 对当前
我国考试作 弊的现状 和动 向, 深入 研究作 弊成 因就 愈发重

手法 , 津津乐 道地介 绍自 己作弊 成功 的经验, 视作弊 为一

要。本文将从社会历 史原 因、利益 驱动和 心理 偏差 三个角
度对作弊成 因进行分 析, 并提 出防 治考试 作弊 行为 的有效

信普遍缺失 的反 映; 另一 方面, 社 会对考 试作 弊现象 的宽
生偷偷摸摸地进 行, 而现 在很 多人 则在公 开场 合议论 作弊
种 / 技 能0、一 种值 得炫耀 的 / 本 领0, 全 然不 把作弊 当作
丢人的事。笔者曾就作 弊后的心理状态问题 对某专业 大三、
大四两个年级近 二百 学生进 行调 查, 选择 作弊 后最可 能的

对策。

心态是 / 为作弊成 功而 高兴0 的学 生比 例高 达 781 6% , 而
/ 害怕东窗事发、为作弊 而后 悔0 的 学 生仅 占 217% 。这种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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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一方面 反映了加 强学 生思想 教育 的重要 性, 另 一方面
也反映了当前仅依靠学 生的自 觉性 来减少 作弊 现象 是相当
困难的。
西北师 范大学万明钢教授于 2001 年采用 匿名问 卷调查
方法对兰 州市 的五 所高校 ( 西北 师大、兰州 铁道 学院、西
北民院、兰州 大 学、甘 肃 政 法 学院 ) 的 师 生 进 行调 查

[ 1]

。

调查结果显 示, 5011% 的大 学生 承认 / 至少 有一 次考 试作
弊0 ; 6514% 赞同 / 宁愿不及 格也不 作弊的 人寥寥 无几0 的

二、考试作弊的成因分析
( 一) 根本原因 ) ) ) 利益驱动
理性选择理论指 出, 对于 行动 者而言, 不同 的行 动有
不同的 / 效益0 , 其行动原则就是最大限 度地获取 效益; 行
动者 依据这一原则在不同 的行 动或 事物之 间进 行有目 的的

观点; 对 / 为了考试 及格而作弊0 表示宽容 的高达 561 6% 。

选择 [ 2] 。目前, 考试已 经成 为公 民寻求 自身 生存 和发 展的
重要途径, 考试化 生存成 为这 个竞 争激烈 的时 代的必 然趋

/ 为了考试及格而作弊0 成为了学生 冠冕堂皇 的理由。这些
数据充分表 明了目前 高校 大学生 考试 作弊的 普遍 性, 作弊

势。对于考 生 来说, 追求 考试 的 结果 就 是其 至 上的 原 则,
正是这种 / 原则0 推动着 一些 考生 不惜作 弊以 求获得 考试

不再只是偶 发的 行为, 而 是早 有心理 准备 的; 学习 已经蜕

所带 来的 / 利 益0 。对于老师、学校, 考试的结果 也与他们
休戚相关。考 试成 绩好, 能 为学校 的招 生增加 砝码 , 老师

变成为一种 急功 近利 的行为, 考试的 功能 已经异 化, 其带
来的负效应甚至大于考试所带来的正效应。
( 二) 作弊手段的多样化和高科技化

也能获得更 多的 奖金或 晋升 机会。一 些大型 的考 试, 如英

近年来, 作弊手段有 朝着 多样化 和高 科技 化方向 发展

语四 、六级考 试的通 过率 与学生 的就 业直接 相关, 也 就与
学校的办学 声誉 相关, 考 试监考 不严、作 弊实 际上成 了学

的趋势。主要 表现 在: 第 一, 夹 带、抄 袭、交 头接 耳、换
卷子等传统 的作 弊 手法, 没 有 因为 高科 技 的运 用 而消 失,

校、考生双方 共同作 弊。对地 方利 益的追 逐导 致了一 些地
方大 规模的集体作弊。而制作作弊工具、出 售考试答 案者,

而是不断 地翻 新。例如, 现 在复 印技术 发达, 许 多作 弊者

则明显是以 营利 为目的。 因此, 无 论是作 弊考 生还是 参与
作弊的考试工作 人员 和社会 人员, 选择作 弊或 协助作 弊都

将要准备的 内容 事先 打印在 纸上, 再 复印 缩小, 最 后折叠
成手风琴一 样的纸条, 因其体 积小 可以握 在手 中不 被监考
人员发现而很是流行; 现在 考生 传递 答案 的方 法也 很 / 创
新0 , 这 些 同 学 事 先 约 定 用 阿 拉 伯 数 字 或 肢 体 语 言 代 表
ABCD等选项, 这样即使被监考人 员发现, 也 很难认 定为作
弊。第二, / 枪手0 替考 现象 逐 年递 增, 特 别是 / 网 络枪
手0 、/ 枪手 集团0 等现 代化运 作方 式的出 现使 枪手 数量剧
增。为了替 考, 有的考 生在 冲洗 相片时, 将替考 者与 自己
的照片进行 叠印或者 进行 电脑合 成, 洗出 来的 照片 两个人
都像; 还有的考生将 照片 洗成 超薄型, 在 准考 证上 贴双层
照片, 上面 一层是 自己 的, 下面 一层是 替考 者的, 准 考证
发下来后, 再把上面一层揭掉; 也有人采 取双报名的 办法,
即 / 枪手0 也以 自己的 名义 进行报 名, 但在 考试 中, 枪手
和雇主在试 卷上 互写 对方名 字来 完成替 考行 为。第三, 当
前科学技术 高速 发 展, 各种 高 科技 的作 弊 工具 不 断涌 现。
例如, 只有 黄豆大 小的 隐形无 线耳 机, 可以 偷看 后座、旁
座试卷的 / 特殊观察镜0, 采用特殊的 / 墨水0 书写、只有
用笔身末端 的专用灯 光才 能看清 楚的 隐形笔 , 带微 型摄像
机的眼镜, 可以把小抄藏在手套里的 / 专用 隐形套0 , 以及
内部挖空方便传递 答案 的 / 特殊 橡皮 擦0 等 等, 这些 工具
无一不是科技与作弊的完美结合。
( 三) 作弊行为的商业化和规模化
目前, / 考试 经济0 已经逐渐成为 一项产业, 同时也成
为一些不法之徒赢利的 手段。 如公 然炮 制兜 售 / 作 弊书0 ,
公然明码标 价向 素不 相识的 人员 推销、预 售试题 答案; 有
的地方甚至出现了 / 助考公司0 , 从寻找 / 客户0 到 考场偷
题, 从试题传送到集体答题, 再到分头向 外传送试题 答案,
整个作弊 过程 都事先 预谋, 周 密计 划, 环环 相扣, 形 成作
弊 / 流水线0 , / 一条龙0 工作模 式, 并依托 现代网 络技术
及移动通讯技术的支持, 可以同时满足本 地和异地 / 客户0
需要, 实现 规模效 应的 最大化。 这种商 业化、规 模化 的作
弊行为主观恶性程度更大, 社会影响和危害更加严重。

是利 益驱动的结果。
( 二) 社会历史原因
1、/ 官本位0 与 / 学而优则仕0 的传统
中国有几千年 的封 建传 统, / 官本 位0 和 / 学 而 优则
仕0 并没有随着封建社 会的 解体 而消 失, 现 在仍 然是 众多
人的追求目标。这 种意识 造成 了一 些人对 权利 的依附 和崇
拜, 难以培养 出健 康、完整 的人格, 也难以 对他 们要 求诚
信。这种不诚 信在考试中就体现为考试作弊。
2、用人评价体系单一, 应试教育大行其道
许多用人 单位 / 人才 高消费0, 有 / 文 凭情 结0, 把学
业成绩当作衡 量人才的硬指标, 不重视能力 和素质的 考查。
因此 , 只要社 会对人 才的 评价标 准不 变, 用人 单位挑 选职
员的 观念不变, 应 试教育 仍是 主流, 学习、就 业、经 济的
压力 还会使许多考生选择作弊。
3、社会道德麻木
在市场经济 条件 下, 一些 人对考 试作 弊的观 念也 发生
了变 化, 认为 考试是以 / 成绩论英 雄0 , 为求 达到目的, 不
管手 段如何。由于道德上的麻木, 对作弊行 为逐渐地 容忍、
放纵甚至 支持, 导致作 弊日 益泛滥 。另外, / 法 不外 乎人
情0 、 / 法不 责众0 等 错误 的 社会 风气 导 致一 些监 考 人员
/ 不得不0 为作弊者提供方便, 或者自己卷入其中。
4、考试本身不科学
考试本身不 科学 也是作 弊的 重要原 因之 一。考试 形式
的单一化, 考 试内 容的教 材化、陈 旧化, 导 致教 学方 法和
学习方法 的单一 化、格式 化, 严重 影响 学生主 动性 、创造
性的 发挥。有 的考试 仍然 侧重于 死记 硬背, 只 能反映 学生
背诵记忆 的能力 , 面对内 容庞 杂、压力 巨大的 考试 , 部分
考生 就采取作弊手段, 投机取巧。还有些课 程的教学 内容、
教学方式不能 适应学生需求, 导致学生不愿 投入精力 学习,
考试 时就自然免不了作弊。另外, 一些试卷 设计上的 漏洞,
也在客观上为 作弊打开了方便之门, 如一些 标准化的 试题,
因为 都是涂圈, 就非常容易被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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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个人心理偏差
1、考生的心理偏差
( 1) 过关和侥 幸心 理 这 主要 是针对 学习 不努力 的学
生而言, 由于害怕考试不及格, 怕受到家 长和老师的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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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同情心理 多发 生在 青年教 师监 考或 考生是 成人
时, 监督工作 不严格, 出现渎职现象。

三、防治考试作弊的对策

怕影响以后 的就 业, 就想 通过 作弊达 到及 格的目 的。这部
( 一) 统一以立法形式规范考试管理

分学生在作 弊时存在 侥幸 心理, 认 为只要 自己 作弊 手段高
明, 就不会 被监考 老师 抓获。因 此, 如果 没有严 格的 考场

以往规范考 试的 制 度, 绝 大多 数 表 现为 非 法定 形 式,

纪律, 就会使更多的学生加入作弊的行列。
( 2) 从众心理 作 弊成风 从某 种意义 上说 是一种 从众

对违规者 的惩处 主要 是批 评、教育, 或 是行政 性处 分。这
种建 立在 / 道 德人0 假设 上的 制度 不仅不 能抑 制住考 试作

行为。当作弊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团体成员 公认的 / 潜 规则0
时, 不作弊者反而 成为 违规 者。于是产 生了 / 不作弊 白不

弊行 为的蔓延, / 无关痛痒0 的惩罚手 段反而在某 种程度上
使得作弊行为日 益增 多, 而且 考试 纪律只 能约 束考场 内的

作弊0 的思想, 一些在初 始阶 段并 不赞 同作 弊的 考生 也逐
渐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加入到作弊的行列中。

考生 , 对考 场外 肆无 忌惮的 幕后 / 黑手0 却 无能为 力。近
年来 , 考试领 域涉嫌 索贿 受贿、冒 名顶替 等违 法现象 呈上

( 3) 求公平心 理

心理 学认为, 人们总 是将 自己 所作

的贡献和所得到的报酬 与另外 一个 和自己 条件 相同 的人进
行比较。如 果两 者 的比 值有 较 大差 距就 会 产生 不 公平 感,
从而会设法 降低自己 的贡 献或谋 取更 多的报 酬。同 样的道
理也发生在 考场 中。如 果作 弊 者比 较容 易 的获 得 了利 益,

升趋 势, 涉嫌 考试的法律纠纷也时有发生。5 国家 教育考试
法6 草案结束了用行政 命令 或教 育部 规章、 文件 的方 式来
规范惩处考试作 弊行 为的局 面, 使 考试法 律法 规进一 步健
全和完善。但 5考试法6 草案 将适 用范 围限 定在 由国 家教
育部 门组织的全国统一考试中, 如高考、研 究生入学 考试、

而诚实应考者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诚实受 益, 甚至利益 受损,
那么他们就会产 生 / 不 公 平0 的 心理, 引 发一 种 / 心 理补

大学英语 等级考 试、自考、 成人高 考等, 而 由其 他部 门和
社会机构组 织的 考 试和 由 地方 组织 的 非全 国统 一 的考 试,

偿冲动0 , 遂去作弊。
(4) 虚荣 心理 部 分考 生 过 分看 重 分数, 爱 慕虚 荣,

如公务员 考试、中 考、众多 资格考 试、学校 自己 组织 的考
试等排除 在外。笔 者认为, 这种适 用范 围明显 过窄 , 不论

担心考 试考 不 好, 被 别人 瞧不 起, 担 心 考得 差 影 响评 优,
得不到奖学 金, 找工 作时 用人 单位不 看好 等等, 不 惜冒被

是从法律体系还 是客 观需要 来看, 所有考 试都 需要统 一的
法律规范加以整 治, 可以 通过 对不 同类型 的考 试和不 同的

抓的风险作弊, 以满足个人的虚荣心。
( 5) 同情心理 有些学 生心肠软, 当 同学请求 / 帮 忙0

违法 行为, 设 定不同 层次 的处罚 标准, 以 此来 解决各 类考
试的 差异问题。

时, 因为同情同伴 经常 不及格 或是 害怕拒 绝后 关系 搞僵而
协助作弊。
( 6) 归因偏见

( 二) 开展诚信教育, 构建诚信网络

作 弊者被 发现 或是受 到处 罚之后 将受

社会, 特别是 学校 在开展 诚信 教育时, 一定 要结 合学
生实际, 摒弃 过去 空洞的、 说教式 的教 育方式 。可以 采用

罚原因归结为 / 运气不好0、 / 作弊技 巧不高 明0、 / 监考老
师不讲情 面0 等 外在的、 他人的 因素, 使 得考 生不能 纠正

学者、专家、企 业家讲 座或 对话、谈 心等 方式, 让学 生通
过开展关于 诚信 问题的 学习 调查活 动, 了解 现代 社会, 从

错误的认识, 处罚也 没有 真正 发挥作 用。在以 后有 条件的
情况下, 该考生继续作弊的可能性仍很大。

内心深处了 解诚 信对事 业成 功、国际 形象、人 生发展 的重
要价值以及 缺少 诚信的 危害。同 时, 要把 诚信 教育推 广到

2、考试工作人员的心理偏差
( 1) 类群效应 这 是由监 考教 师和考 生之 间构成 某种

全社 会, 构建 社会的 诚信 网络。对 于一些 学者 提出的 签署
诚信 协议和建立诚 信档 案 [ 3] , 笔者认 为如 果可以 在取 得伦

类群关系而 产生的妨 碍监 考公正 性的 一种心 理偏 差。在目

理支持的同时取 得相 关法律 法规 的支 持, 协议 和档案 才可

前, 类群效应较为突 出地 反映 在: 监考教 师与 考生 属于同
一行业 系统, 从 维护 本单位 / 声誉0 出发, 在 监考中 发现

能承 载我们更多的期待。
( 三) 改革教育与用人评价体系

违纪行为睁一眼闭一眼, 如职称考试中常见的监考不严。
( 2) 晕轮效应 也 被称 为以点 代面 效应, 即 根据 一点

我国考试 作弊 的一大 症结 就是 / 以 分数 定终身0 的教
育评价体系和 / 唯文 凭是 举0 的 用人 制度。 现今 学生 想进

做出对事物 整体的判 断。在这 里用 来指监 考教 师在 考试之
前就对某个 或某些应 试考 生持有 某种 印象, 而 影响 到监考

高一级学校学习 需要 根据考 试成 绩来 录取, 高 考成绩 的好
坏甚至会决 定一 个人的 终生 发展。而 在社会 上想 就业、当

时对应试考 生其他特 征和 品德的 认识。晕 轮效 应对 监考会
带来两方面 的影 响: 一是 监考 教师对 有好 感的学 生, 任课

公务 员、晋升 等都需要以文凭为基础, 离不 开考试和 分数。
因此, 要杜 绝 考试 作弊, 必须 改 革教 育 和用 人 评价 体 系。

教师对自己 所任 班级、课 程的 监考会 比较 松懈, 容 易使考
场纪律和秩 序变 差。二 是监 考 教师 对有 较 差印 象 的学 生,

如, 我国高考实现 从精英 教育 的选 拔性考 试转 变为大 众化
教育的适应性考 试, 不再 以高 考科 目分数 的简 单相加 作为

认为他们考 试时 也 会不 规矩, 因而 监考 时 对其 态 度粗 暴,
从而引起考生抵触、反抗情绪。

唯一录取标 准, 进一 步扩 大高校 自主 招生的 权力。教 育部
门应在课 程设置 、考试制 度、评价 体系 上与时 俱进 , 积极

有 些监 考老师 怕监 考严 了, 考生 成绩

进行改革。有学者 认为减 少作 弊的 一个有 效措 施是尽 可能

不好对自己的教学评价 有负面 影响 或者怕 不及 格考 生事后
纠缠报 复, 抱着 / 多一 事不如 少一 事0 的态 度, 发现 学生

( 3) 惧怕心理

地减少闭卷 考试, 增 加开 卷考试。 这种方 法在 文科诸 学科
中是 可行的, 但对于 理工 科教学 并不 现实, 还 需在考 试内

作弊行为不劝告、不制止、不上报。

容方面与要求上 来一 番相匹 配的 改革。笔 者曾 提出并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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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 / 过程考核+ 课程论文+ 口试0 的 课程考试新 模式,
对杜绝考试作弊 效果 显著 [ 4] 。在用 人制 度方 面, 应着 重考

驱使行为主体置 规范 价值和 人生 的终 极价值 于不 顾, 能够
带来实利 的 行为 成为 行 为主 体的 首 要的 价 值取 向。因 此,

察应聘者的工作经历和能力, 加大面试的份量。
( 四) 采用高科技手段防作弊

我们应把进行信 仰选 择的基 本规 则、基本 标准 和基本 方法
教给 人们, 达 到通过 改变 行为主 体价 值观念, 进而改 变其

针对作弊手 段呈 现高 科技化 的特 点, 考试 管理部 门可
以采用一些现代技术手段来防止考试作 弊、确保考试 安全,

对回 报的主观态度, 最终改变其行为的教育目的。

如利用数码 拍照、指 纹识 别技 术, 在报名 现场 进行 摄像和
采集指纹, 考场上 应用 指纹识 别系 统以加 强对 考生 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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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 息化水平。

中介从业人 员的积极 性。同时 大力 推进科 技中 介机 构的国
际化, 有计划地培 养一 批与国 际接 轨的高 水平 的科 技中介

5、加强自律、建立科技中介机构评价体系
良好的信誉 是科 技 中介 机 构生 存 发 展的 基 础。为 此,

机构, 加速科技中介机构向高层次的发展。
3、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科技中介队伍

科技中介机构要 加强 自律, 要 积极 探索有 社会 参与的 科技
中介服务机 构的 评价和 监督 工作, 采 用科学、 实用的 方法

科技中介服 务机 构的 从业人 员, 不同 于一 般的市 场中
介人员, 他应 当是 既 懂 技 术、又 懂 经济 、既 懂 生产 管 理、

和程 序, 对科 技中介 机构 的服务 能力、服 务业 绩和社 会知
名度、内部管 理水 平、遵纪 守法情 况、用户 满意 程度 等进

又懂法律的 复合 型人 才。在国 外, 这样的 人才 称为 技术经
纪人。而在 我们国 家, 这样 的人 才还十 分匮 乏, 还没 有职

行客观公正 的评 价, 评价 结果向 社会 公布。评 价工作 要以
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评价信 息要建立发 布和查询 制度,

业的技术经 纪人 才。随着 社会 的发展, 社 会职 业分 工越来
越细, 每年都会诞生 很多 新兴 的职业, 职 业化 的技 术经纪

推动 监督管理社会化。

人应当成为 一个新兴 的职 业, 国家 可以通 过举 行技 术经纪
人职业资格 考试, 对 其进 行引 导, 给职业 技术 经纪 人队伍
的发展壮大 提供 适当 的空间。 同时加 强管 理, 使他 们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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