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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一，北京市大多数中小学就将开学，如何把握假期最后一点时间赶完所有作业，成为很多中小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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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话题。因此，各类寒假作业代写业务也应运而生。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常规的抄写作业外，今年
手工作品制作、手抄报绘画等特殊作业代写生意也格外火爆，下单者除了学生本人外，更多的却是学生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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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做特殊作业火爆 手抄报要价百元
网上代做手工等特殊寒假作业成热门

订购者多为学生家长

专家称代购、
代写方式不妥当

开学在即
有学生急寻代写
“枪手”
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 2016—
2017 学年度各级各类学校校历，
2 月 20 日(星期一)，
北京市普通中小学、
职业高中(职业中专)将正式迎来
新学期。随着开学临近，不少中小学生开始恶补寒
假作业。有些学生难以完成时，
钻空子找人代写。
2 月 11 日，有网友在网络发布广告称，
“诚招代
写作业，地点北京首都图书馆或者朝阳区图书馆，
包午饭，
价格可议。
”
随后引来不少人前来应聘。
北青报记者查询发现，各网络平台上提供作业
代写业务的商家不在少数。不仅有专门提供作业代
写的网站，
还有各种淘宝店铺、QQ 群等。仅北京地
区提供作业代写的 QQ 群就有 80 多个，
可提供各科
作业代写、讲解等不同服务。其中一个名为
“专业代
写作业”
的 QQ 群在群公告中表示，
可以代写寒暑假
以及平时作业，
业务范围没有地区限制，
可以当面交
易，也可以通过快递的方式，进行交易。据公告介
绍，
该团队成立于 2009 年 9 月，
自称成立以来，
解决
了许多客户的作业问题，其中小部分属于国外的留
学生作业。
“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我们总结了丰富的
代写经验，
代写团队成员的业务能力大大提高，
速度
快，
质量高，
完全能够满足各个类型客户的需要。
”

月销过百
特殊作业网上生意火
调查过程中北青报记者发现，除了简单的抄写
作业，近来出现的一些特殊作业代写，如手抄报绘
制、手工作品制作等，生意火爆。几家专门销售“寒
假手抄报”的淘宝店铺显示，最近一月，代写作业业
务销售量均超过 100，其中名为“小学生 2017 年新
春小报”
的商品更是月销 1331 笔。
据淘宝上一些代做手抄报的店铺信息显示，手
抄报代做要价根据尺寸不同略有差距。北青报记
者浏览多家店铺发现，基本价格为 A4 尺寸手抄报
30 至 55 元左右一份，
A3 尺寸一份 40 至 70 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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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下学期就有手抄报了，
完全是家长在帮着做，
因为画得不好老师会批评，
还会评比谁做得好发小礼
物，
虽然都是铅笔橡皮之类，
可是孩子很看重。
”

专家观点
老师布置别过多 家长帮助别
“代买”

网店出售的手抄报
此外还可专门制作电子版小报。有卖家表示，可针
对不同性别、不同年级提供定制化服务，
“比如说，
给
女孩子画，
我们会选取粉色系等一些活泼的色调。
”
而在手工作业方面，按照手工难度、所需材料
和花费时间，代完成价格一般在 50 至 100 元之间。
卖家介绍说，如果客人有严格的要求，需要将孩子
的作业拿去参加比赛，他们会向买家要比赛文件，
可直接按文件要求来把握。
采访过程中，许多商家均表示，最近生意很好，
“想下单的话要快点决定，
时间很紧。
”

作业变味
家长帮忙代购手抄报
令北青报记者感到意外的是，据淘宝卖家介
绍，手工作业代写等业务主要购买者并不是学生本
人，
而是
“一般小学生家长买得比较多”
。

家长展示为孩子购买的手工作业
据卖家介绍，孩子们忙着赶作业时，很多家长
为了减轻孩子和自己的压力，就会上网购买枪手代
画手抄报、代做手工作品。而店家也会在发货前向
家长发送最终效果图，满意后才会发货。
“一天之内
就能画完，然后发照片，不满意退款不发货。”
北青报记者在一款手抄报代做商品的评论区
看到，有家长表示：非常满意，笨妈妈的福音，下次
还会来，
主要是省心。
事实上，寒假作业中考验学生绘画水平、创新
创意的手抄报、手工制品等作业已经成为众多家长
的头疼事。一位小学孩子家长就在网上爆料称，后
天孩子返校，低碳手抄报一直忘了做，只好自己动
手帮孩子画框架，然后等闺女回家再添加内容。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
“同病相怜”
，
但有家长建议孩
子自己的作业就应该由孩子独立完成。也有家长则
认为，
手抄报一类的作业实际上就是布置给家长的，

就寒假作业中手抄报等特色作业代写火爆问
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郭元婕表示，这
其中集中体现了中小学生作业减负、素质教育过程
中家庭教育是否需要参与、学生假期时间合理安排
等问题。
郭元婕研究员告诉北青报记者，最近自己身
边也有很多家长反映，寒假期间孩子作业过多，导
致难以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小学教师在
布 置 作 业 过 程 中 可 能 考 虑 不 周 ，使 学 生 负 担 过
重。针对家长反映让低年级学生参与手抄报制作
等难度过高，郭元婕研究员表示，对于低年级学生
来说，认字还不是很多，绘画能力有限，独立完成
确实不太现实。
但郭元婕研究员同时也指出，家长们看待这种
作业也应该转变观点，老师给低年级孩子布置此类
作业并不是所谓的“给家长布置作业”，而是希望能
够借此增加亲子间互动。郭元婕说，在一个孩子的
教育过程中，除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也必不可少，
而寒假期间正好能够为父母和孩子的互动提供充
足时间，家长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而不是仅
仅把它当做一个任务，
通过
“代写”
等方式完成。
郭元婕研究员表示，
不能因为出现代写等，
就说
明手工作业完全没有合理性。有些学校一次布置数
份甚至更多手工作业，
家长时间长肯定难以负担，
也
不合理。但如果一个寒假完成一份手抄报制作的
话，只要家长监督孩子合理安排假期，其实并不难。
家长之间也不必将此视为孩子甚至家长间能力的比
试，而是应该学习其他家长与孩子的沟通、互动方
式，
借此帮助自己和孩子间建立更好的亲子关系。
文/本报记者 孔令晗 实习记者 王玲蔚
线索提供/朱女士

18 名地铁乞讨
“熟脸”
被劝回

当地政府工作组与组织童乞的人员签订承诺书 从源头上避免再次进京乞讨
寒假地铁内童乞增加受到不少市民关注。昨
天，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北京交通执法总队获悉，18
名岷县籍乞讨乘客已被劝回原籍。当地政府将对
部分贫困的人员进行帮助。同时，岷县政府工作组
与组织童乞的人员签订了承诺书，从源头上避免乞
讨人员再次进京乞讨。
本月，北青报报道了寒假期间北京地铁童乞有
所增加的情况，经过北京交通执法总队轨道大队的
调查，
这些童乞大多来自岷县，
由其成年家属带领。
近日，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轨道交通执法大队
会同北京市公交保卫总队治安支队，与甘肃岷县政
府工作组针对岷县籍来京乞讨人员的整治和民政
救助工作召开了协调会。初步确立了岷县籍在京
乞讨人员的联合治理机制。
昨天，北青报记者获悉，岷县政府工作组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对长期在京地铁内的岷县籍乞讨人
员逐一开展劝返工作。目前，被北京执法部门多次
查处过的 18 名岷县籍乞讨人员已全部劝返回原
籍。为有效开展对乞讨人员的帮扶工作，防范乞讨
人员再次进京乞讨，岷县政府工作组积极开展了劝
返后的安抚、帮扶工作。
文/本报记者 刘珜

北京执法部门和当地政府对乞讨人员进行劝返

当地政府与乞讨人员签订承诺书

聋哑女孩离家出走 铁警助其回家
因为父母吵架离家出走 从湖北武汉跑到了河北邢台

聋哑女孩因为父母吵架，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从湖北武汉跑到了河北邢台，可离开家了，女孩就
后悔了，伤心无助时她向铁警求助，在铁警的帮助
下，
她登上了回家的列车。
2 月 12 日，元宵节刚刚过去，在邢台火车站的
站台上，列车就要开车了，一名聋哑女孩在站台上
不停地用手比画着，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对铁警的
感激之情。
事情还要从当天晚上九点说起，邢台站派出所
执勤警长高现宾在候车室巡视时，一名十来岁的女
孩一边流泪一边焦急地比画着手势前来求助。民
警立刻明白这是一名聋哑女孩，随即将女孩先带到

执勤室。看见小姑娘衣着单薄，冻得瑟瑟发抖，民
警给女孩端来热水，给她买了面包，女孩的情绪也
渐渐稳定下来。
这时，高警长找来纸笔写下：
“ 小姑娘你怎么
了？”小姑娘在纸上回复道：
“警察叔叔，帮帮我吧，
我再也不这样离家出走了，我想回家，我想找妈
妈。”一边写，一边流眼泪。就这样，民警与小女孩
在纸上一句句地交流后得知，小女孩名叫秦某，武
汉黄坡人，因父母在家吵架，还在青春叛逆期的她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乘坐火车来到了邢台，从未自
己出过远门的她，到达邢台下车之后便开始后悔，
正在自己伤心无助的时候遇到了车站巡视的民警。

全国铁路公安开展多部门联合作战

了解情况后，邢台站派出所民警立刻与女孩
父母取得联系，并让女孩与父母视频，稳定情绪。
随后，民警帮助女孩购买了 K157 次邢台-武昌的
车票。
上车前，民警特意跟列车长和乘警交待了这名
聋哑女孩的情况，并嘱托他们照顾和提醒女孩到站
下车。列车临走前，民警们再次用文字的方式嘱咐
女孩：
“ 乖乖地回家，列车乘警叔叔会护送你，回家
以后要听妈妈的话。
”
至此，离家出走八百多公里的聋哑女孩终于踏
上了返家的路。
文/本报记者 匡小颖 通讯员 庞贺雷 王斌

严厉打击制贩使用假票假证和涉票诈骗等违法行为

制贩假票证案今年破获 269 起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铁路公安局获悉，全国铁路
公安机关广泛搜集线索，开展多部门联合作战，严
厉打击制贩使用假票假证和涉票诈骗等违法行为，
仅今年以来就破获涉假案件 269 起，查缴假火车票
63978 张。
据了解，各地铁路公安机关组织民警加强售票
厅、广场巡查，及时抓获兜售假票嫌疑人，并不断扩
大假票线索来源渠道，通过组织民警进站上车开展
车票来源调查、开通打假举报电话、与社会组织团
体加强合作等多种形式，广泛搜集制贩使用假票的
信息和线索，
定期进行分析研判。
与此同时，各地铁路公安机关组织民警坚持对
互联网巡查，特别是对一些重点网站的论坛等进行
重点关注，及时发现出售假票的信息。2 月 8 日，惠
州铁路公安处根据获取的网络制贩假票线索，将通

过互联网兜售假火车票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当
场缴获假火车票成品 19 张、假火车票空白票板
1817 张、假发票 5000 张、假汽车票 3000 张及制假
用电脑 2 台等作案工具一批。
在打击制贩使用假票假证工作中，各地铁路公
安机关密切与铁路部门的配合，督促认真落实车票
实名制查验工作。2 月 9 日，包头铁路公安处临河
站派出所民警刘波在进站口将使用假铁路工作证
件的违法人员单某查获。2 月 10 日，哈尔滨铁路公
安处肇东站派出所民警配合职工开展实名制验票
时，将使用假铁路职工证件、乘车证明的杨某查
获。2 月 11 日，济南铁路公安处泰安站派出所民警
接连查获 3 名使用伪造的铁路职工工作证进站乘车
人员。而大同铁路公安处大同站派出所加强查堵，
春运以来就查获使用伪造铁路乘车证 9 起，查获违

法人员 9 人，
行政拘留 5 人。
针对查获的使用假票假证违法人员和获取的
线索，各地铁路警方还组织多部门民警，顺线追击，
开展深挖。长沙铁路公安处从涟源站派出所查获
的一名使用假铁路职工工作证人员入手，于 2 月 7
日将制贩假证嫌疑人易某抓获，查获假铁路职工工
作证 73 本、铁路职工乘车证 75 套及户口簿、身份
证、房屋产权证、毕业证等各类假证书模板 6000 余
份和一批制假工具。2 月 5 日，武汉铁路公安处根
据掌握的线索，在武汉市江汉区将制贩假火车票犯
罪嫌疑人张某抓获，
当场查获假火车票 5 张。随后，
又在其住处查获制作假火车票专用电脑、打印机 2
套和成品假火车票 101 张、空白票板 9400 张、汽车
发票 210 张。
文/本报记者 匡小颖 通讯员 庞贺雷 梁西征

物流站员工
偷手机 20 部被抓
物流站装点工监守自盗，把刚刚发货的数码产
品包裹偷走，
没想到里面有 20 部三星手机。正为自
己年前成功捞一把而沾沾自喜的刘某，不承想刚刚
过完年回到北京，
大年十四就被大兴警方抓获归案。
2月9日，
黄村镇派出所接到某物流园场主报警，
称自己的 20 部三星牌手机被盗，价值共计 4.7 万余
元，
派出所民警接报后立即开展工作。民警经现场了
解，
被盗手机应该是与其他物品于年前一同发往江西
的，
但不知为何，
唯独不见这批手机的踪影，
收件人发
现货品不全后告知事主，
事主随即报警。
警方首先仔细核实了发货清单，确认确有一批
手机在此被委托邮寄。由于该物流场站所邮寄的
快递属于点对点配送，民警在逐一排除后认定，这
批手机一定是在该物流园内被盗的。
随即，民警一边对物流场站内的员工进行走
访，一边调取该物流场站内监控视频。民警查看到
1 月 18 日 18 时，发现一名可疑男子在装点货物时，
不时四处张望，并有意遮挡双手，疑似将什么东西
藏了起来。通过图像比对，民警初步锁定刘某就是
盗窃这批手机的嫌疑人。
2 月 10 日上午，警方在刘某的暂住地将其抓
获，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审查。原来，刘某是该物
流场站的装点工，因为贪财临时起意将写有“数码
产品”字样的包裹盗走。打开后才发现里面是 20
部手机，其中 15 部被盗手机仍藏在物流院内，另有
两部以低价卖给了自己的老乡，其他三部在回家途
中不幸遗失。民警根据刘某交代的情况，在其藏匿
地起获了 15 部被盗手机。同时为了尽快找到另外
两部出售的手机，挽回群众的经济损失，派出所民
警驱车前往刘某老家河北省邯郸市追赃。
截至 2 月 15 日，警方共起获、追缴被盗手机共
16 部。目前，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
方刑事拘留，
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文/本报记者 匡小颖 通讯员 罗玉鹏 郭岩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