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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补考分数计入保研成绩

如无意外，再过 3 个月，陈玉钰就能
如愿被保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
安全学院研究生。

早在去年 11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公示的 2020 年拟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名
单中，西南交通大学茅以升学院 2016 级
信息班的陈玉钰入选。然而，临入学前，
她的推免生招录资格被取消。

今年 6 月初，这位女生被同学联名举
报。她在大学期间所修 21 门工科基础必
修课中，有多门课缓考补考。学校规定补
考和缓考成绩在保研计算中只能算 60
分，而陈玉钰却是例外，以补考分数计入
了保研成绩。学生们质疑这是公然造假，
践踏规则。而后的官方调查结论，证实了
这一点。

陈玉钰的一名同班同学告诉记者，去
年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时，就发现她
的成绩有问题。但同学们当时有顾虑，一
来她是教职工子弟，二来大家忙着研究生
备考，决定将“反击”延后。今年 6 月，在
办好离校手续后，茅以升学院的同学们决
定“发声”。

陈玉钰是教职工子弟的说法，之后得
到校方证实。父亲陈帆是硕导，母亲和红
杰是博导，两人都是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
学与技术学院的教师。

6 月 11 日，西南交通大学成立专项工
作组展开调查。6月 12日晚，西南交通大
学发布通告称，2016级学生陈玉钰在推荐
免试攻读研究生成绩方面存在弄虚作假
行为，决定取消陈玉钰推荐免试攻读研究
生资格。

四门课程成绩计算错误？

一名普通大学生，想要在保研推免中
修改成绩，岂非异想天开？真实成绩一查
便知，如此瞒天过海，是如何避开审查的
呢？

在调查一周后的深夜，西南交通大学
再发通报披露：该校时任教务处教务科科
长尹帮旭，私下接受同事陈帆请托，为其
女在缓考和课程替代中违规操作，致使四
门课程成绩计算错误。

在违规操作下，陈玉钰既参加了《工
科数学分析 MI》《工科数学分析 MII》《概
率论与随机过程》三门课程的期末考试正
考，又参加了这三门课程的缓考。在推免
成绩计算中，这三门课以高分的缓考成绩
替代了正考分数。

此外，陈玉钰在 2016学年秋季学期选
修《线性代数 M》，课程成绩为 62 分。因
分数过低，她于 2018 学年秋季学期又选
修了《线性代数B》，成绩为 82分。尹帮旭
再次违规对上述两门课程进行课程替代。

通过这些操作，陈玉钰研究生推免主
干课平均成绩由 82.457 分提高至 85.029
分，主干课成绩排名由班级第 8名提高至
第 5名，从而达到其推免至更好学校的目
的。

西南交通大学研究决定，尹帮旭违
反工作纪律，滥用职权违规操作，免去其

现任副处级领导职务，立即调离管理工
作部门，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的党纪处
分，由管理岗 6 级降为 9 级的降级处分。
陈帆违反廉洁从业纪律，师德失范，给予
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记过的政纪处分，
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陈玉钰被取消
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并给予记过
处分。

如此“近亲”怎么能公平公正

官方通报中，陈帆曾是尹帮旭大学本
科阶段的专业课老师，两人还师从同一博
导。

记者搜索中国知网上收录的 8 篇尹
帮旭的文章中，有 6篇与陈玉钰父母联合
署名。

或许正是这种校园“近亲”关系，让陈
玉钰在求学路上顺风顺水。2016年，陈玉
钰通过自主招生方式，进入西南交通大学
师资力量雄厚的“王牌”学院——茅以升
学院。

受访西南交通大学学生告诉记者，信
息班共有 23 名学生，陈玉钰成绩并不突
出，但大一就参加了照理只允许大三、大
四学生或成绩优异学生参加的国家级项
目。

还有同学反映，大二时，她就以第一
作者身份，发表了一篇被 SCI 收录的论
文。在这篇 SCI 论文中，其父母均有署
名。

校方公布处理结果后，部分公众认为
一碗水没有端平，起不到震慑作用。根据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生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及考试严重作弊
者，分别给予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的处分。

“违规补考、推免改分，这种监守自盗、徇
私舞弊的暗箱操作行为，难道不是作弊？”
茅以升学院一名学生质问：陈玉钰仅被

“记过处分”“取消推免资格”，对考试作弊
被开除的同学来说，是否公平？

校方通报中提到，对陈玉钰的处分依
据《西南交通大学关于推荐 2020 届优秀
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和《西南交通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定》。
记者查到，《西南交通大学学生纪律处分
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在评奖、评优、资助、
竞赛、就业等工作中弄虚作假的，视其情
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随着事件细节不断公开，新增疑点也
引发热议。记者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天眼查、西南交通大学招投标公
示中查询到，“陈帆”“尹帮旭”的名字曾出
现在同一家公司的股东名单上。南京优
榜图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名字是“和红杰”，股东为“陈帆”，这家公
司成功获得西南交通大学的两个招投标
项目中，其中一个项目的评委名单中有

“尹帮旭”。
西南交通大学相关人员向记者表示，

学校会根据舆论反映的问题展开进一步
调查，目前，对陈玉钰父母是否开办公司
并不清楚。记者多次拨打和红杰的电话，
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新华社成都6月 29日电 连日来，
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官兵在冕宁县
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在协助地方
政府开展失联人员搜救的同时，救援官
兵在多个安置点开展消杀防疫、巡诊送
药和心理疏导等工作。

四川冕宁县特大暴雨灾害发生后，
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紧急派出 165
名兵力，赴重灾区大马乌村，利用生命
探测仪、热成像仪等设备，沿人员失踪
河道开展搜索。目前，救援官兵仍在配
合地方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搜
救。

29 日一早，武警凉山支队官兵将
1000 份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大马乌安
置点，并有序组织安置点的群众就餐。
在曹古安置点，卫生队医疗组携带 55
种药品，为当地受灾群众提供疾病诊治
及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
据了解，武警救援官兵还在各个安置点

开展消杀防疫等工作，对安置点帐篷内
外、垃圾存放处等重点位置进行消、杀、
灭，以防止洪涝灾害后传染性疾病的暴
发与流行。

截至 29 日 16 时，武警救援官兵累
计转移疏散群众 700 多人，排查安全隐
患 46处，医疗巡诊 125人次。

新华社成都 6月 29日电 28 日 23
时 30 分左右，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政
府新闻办发布消息，截至 28日 16时，发
生在冕宁县北部的特大暴雨灾害已导
致 12人遇难、10人失联。

26日 18时至 27日 1时，冕宁县北部
地区突降暴雨至特大暴雨，导致彝海镇、
高阳街道及灵山景区局部地区受灾严
重。其中，彝海镇、高阳街道等乡镇（街
道）共计 2100户 9880多人受灾，安全转
移群众 1705户 7705人。暴雨灾害还导
致部分农作物被毁，房屋倒塌，部分公
路、桥梁、堤防、电力线路严重受损。

截至 28 日 16 时，此次特大暴雨灾

害已造成 12人遇难、10人失联。其中，
彝海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特大山洪，
河沟改道，洪水漫流，导致 10人遇难、7
人失联；高阳街道辖区内冕宁高速路出
口下方国道 248线崩塌导致 2辆过往车
辆坠河，10 名乘载人员中 5 人获救、2
人遇难、3人失联。

当前，冕宁县按照四川省委、省政
府，凉山州委、州政府部署要求，正全
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和救治伤病员，持
续开展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工作，进一步加强预警预报工作，严防
次生灾害发生，做好灾情核查，遇难及
失联人员身份核实等工作。

西南交大教师子弟保研成绩造假追踪
近日，西南交通大学本科生陈玉钰保研成绩造假被曝光。校方迅速进行

严肃查处，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了涉事人员处理结果。
父亲是大学老师，女儿是同校学生，篡改成绩的则是“师叔”。这一利用熟

人圈关系，暗箱操作、近亲得利的现象，践踏了教育公平，引人深思。 四川冕宁发生特大暴雨灾害
已致12人遇难10人失联

武警官兵全力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相关新闻★★

6 月 29 日，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医疗小分队队员在冕宁县曹古安置点开
展消杀防疫工作。 新华社发

6 月 29 日，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
官兵在冕宁县大马乌村安置点为群众
发放早餐。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