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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文胸文具保健品借高考热销

商家甚至搭高考车搞迷信活动——

为考生转运 收千元上门做法事
属，方便过安检且穿着舒适，有助于考生减压”。
“高
考内衣”究竟有何神奇之处？一位淘宝店主向北青
报记者坦言，
其实它们跟普通抹胸、运动内衣没什么
区别，
“但主要是打上
‘高考’
的名头，
即使加价，
也卖
得好。”一位考生家长则表示，身边有家长推荐这种
“高考内衣”
，
自己就跟风购买了，
听说有的班级还全
班集体采购。虽然北京没有“无声入场”的规定，但
不少北京考生及家长也买了。

2017 年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
在考生和家长紧
张备战的同时，
不少商家也瞄准了高考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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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福标语别上
“高考文具”卖断货
除了穿戴的衣服、
鞋子，
“高考专用文具”
也是热
销商品，淘宝网上一些店铺的月销量竟达近万件
（套）。在一些文具网店，北青报记者看到，某品牌
“祈福考试文具套装”
月销量近万套。这个套装含 3
支中性笔和笔芯、涂卡笔、尺、橡皮共 7 件文具，
售价
22.5 元，
其特点是上面印有
“祈福”
字样，
橡皮上还刻
着“过”字。另一文具品牌的“高考专用笔”印有“连
中三元”字样，月销量也达 9000 余件。
“已经断货好
几次了。
”
该网店客服告诉北青报记者。
在北京市第 20 中学附近的一家小文具店，
北青
报记者看到了类似的“高考专用文具”。据店主说，
买这种文具的其实多数是考生家长或亲戚，
“虽然跟
普通文具没什么不同，
还贵一点儿，
但大家都想讨个
好彩头嘛。
”

收费千元 为考生
“做法事”
看
“风水”
在某高考网上论坛，一个自称“神通工作室”的
ID 多次发布
“高考卜卦，
祈福，
看风水”
的帖子，
其中
强调“可以上门服务，不灵退钱”。北京青年报记者
与之取得了联系，以考生家长的身份邀请其上门为
家里考生进行
“高考祈福”
。该 ID 一口答应，
表示该
项服务要先交费 1000 元，
“微信和支付宝付款都可
以”
。但在北青报记者对祈福
“老师”
的资质、过程及
效果详细询问后，对方即以“最近很忙、你不信就不
灵”
为理由拒绝继续联系。但这位
“老师”
透露，
最近
他刚在北京为 3 位高考考生做过法事，
“都是很有缘
的考生家长来请的。
”
在淘宝网上搜索“高考、风水”等关键词，能搜
出几百条与之相关的商品或“服务”。北青报记者
与其中一家标记在北京的店铺取得了联系。经询
问得知，其最擅长的是“上门为考生家庭看风水，助
考生考得更好成绩”，这项服务是 500 元一次（限五
环内，五环外加钱）。北青报记者以“家庭成员反
对”为理由，在付款 500 元后，向其发送了几张室内
家居照片，请其“在线给予指点”。在简单询问了几
个问题后，
“ 老师”给出了两点建议：考生书桌上摆
放转运竹；考生周身穿戴以白色为主，忌红、黄色，
服务即告结束。
同类型的高考
“服务”
还有很多：
一些商家贩卖高
考
“祈福灵符”
，
只要考生提供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等
信息，
店主将为其定制
“开光灵符”
一枚，
助其
“实现心
愿”。这些所谓“灵符”的售价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
等，
一些商家为了吸引顾客，
甚至标明可以
“提供做法
视频”
“
、直播开光过程”
。普通的酥油蜡烛外包装上
的印字通常是
“佛光普照”
，
而一些商家改成
“金榜题
名”
，
售价就翻了一倍。从这些商品的买家评论里可
以看出，
购买者都是考生家长或长辈亲属。

普通抹胸变高考内衣 号称能为考生减压
近 年 来 ，河 南 、吉 林 等 省 实 施 高 考“ 无 声 入
场 ”规 定 ，即 为 防 止 作 弊 ，所 有 考 生 入 考 场 检 查

各种借高考之名的护身符价格不菲

“高考保健品”
打考前冲刺牌

网上风水师为考生在线咨询
时，金属探测器不能发出报警声响，因此要求考
生穿着无金属装饰的衣服、鞋子，女生需穿无金
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本来普通的内衣、服饰也
能满足这一要求，但北青报记者发现，
“ 高考专用
内衣”、
“ 高考鞋”眼下正在网上热销，有的店家甚
至月销量过千。
在淘宝网上搜索
“高考内衣”
“
、高考专用内衣”
，

能搜出几千种女士内衣产品，
大多标有
“高考专用内
衣无磁过安检”
“
、无金属高考过安检专用内衣”
等字
样。这些产品售价大多集中在数十元到上百元不
等，
比普通的同类型商品要贵20%到50%，
但从网页
显示的数据来看销量相当不错。
北青报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了几家卖“高考内
衣”的网店，客服都表示，高考专用内衣“无磁，无金

除了穿的用的，
一些打着
“助力高考”
旗号的
“补
脑保健品”也很受欢迎。比如，某网店里一款名为
“挪威金枪鱼补脑鱼油”
的保健品，
售价249元/瓶，
其
产品介绍说，可以帮助考生“考前冲刺，提高记忆”。
为了促销，
商家甚至打出
“助力中高考，
买四免一”
的
优惠，
这款产品月销量竟达到 1300 余件。而另一款
名为
“脑轻松胶囊”
的产品，
其介绍显示
“可以改善记
忆”
，
售价 149 元/瓶，
在淘宝某网店的月销量也达到
660件。
“因为快高考了，
这些保健品最近是卖得比平
时快，很多考生家长来咨询。”一保健品网店客服告
诉北青报记者，
“这些保健品这个时间段确实卖得更
快，
经常脱销。
”
这些所谓
“补脑保健品”
真有奇效吗？一位考生
家长表示，买它们也主要是为了“求心安”。
“孩子压
力大，我帮不上什么忙，看同事给孩子买了，我想着
就不妨试一试——不能亏欠了孩子。
”
一位吃了父母
给的保健品的考生则表示：
“吃了没什么感觉，他们
让我吃我就吃呗。
”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
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发布关
于学生保健品的消费提示，
称我国尚未批准任何
“补
脑”
保健食品，
更没有短时间提高智力和学习成绩的
“灵丹妙药”
，
家长和考生不可迷信所谓
“补脑产品”，
要理性消费。
本组文/本报记者 雷嘉 王晓芸

支持孩子 家长先调整自己的心态

观点
“高考经济”的主要消费者是考生家长。首都
师范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赵军燕认
为，他们为孩子购买的行为其实表达了他们面对
高考的焦虑和压力。家长内心有压力，又担心这
样 影 响 到 孩 子 ，于 是 在 孩 子 面 前 故 作 镇 定 和 轻
松。然而，家长内心的这种不一致状态会通过眼

神、说话语气、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来，让孩子感觉
到来自家长的压力。在每一个家庭中，家长的表
现都在向孩子传递着自己对高考的认识。家长内
心是否期待让孩子实现我们的梦想？或从孩子的
成绩中满足自己的成就感？或担心孩子将来没有
能力过好自己的人生？家长的认识不同，对孩子

的影响也不同。
赵军燕提出，每个家长都想给孩子爱和支持，
而首先要做的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对高
考的认识。高考不仅让孩子们体验到一段难忘的
心路历程，也让我们在陪伴子女共同成长的过程中
有很多人生感悟与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体验

到孩子曾经的困惑、不安和焦虑，也看到孩子在困
境中的勇于面对与坚持，更见证了孩子一直以来的
成长与改变……当我们以欣赏、感恩的态度看待这
些时，就会相信无论考试结果如何，孩子们都有力
量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有能力过好自己的人生。
文/本报记者 雷嘉

高考期间严控施工噪声 部分公交车甩站绕行

考点 500 米内严禁施工噪声污染

本报讯（记者 雷若彤）2017 年高考将于 6 月
7 日（星期三）、8 日（星期四）举行，昨天北京市政
府对建筑工地的施工噪声等高考保障方面发出了
通知，规定今年高考期间，本市所有工程一律禁止
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在考点周
边 500 米范围内的建筑工地，全天不得安排产生
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另外考点附近部分公交车
也将甩站绕行。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除了考点周边 500 米
范围内的建筑工地全天不得安排产生噪声污染的施
工作业外，
今年还规定在外语考试期间，
须停止所有
施工作业，保证考试环境的安静以免对考生造成干

扰。各建筑施工企业也收到通知，将根据这些噪声
规定制定出管理措施并公告施工现场，
做好减噪、降
噪工作，
合理安排工程进度。
北青报记者另从北京市交管部门了解到，高考
期间北京交管部门将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并针对
各考点制定个性化疏导方案，对于影响考场环境的
道路在施工程将一律叫停；
英语听力测试期间，
将根
据实际情况对部分考点周边道路采取禁止机动车通
行等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交管局负责人表示，
目前，
交管部门正在对辖区各考点及周边道路进行实地踏
勘，
及时补充完善标志标线等交通设施，
全面规范施
工现场等。同时，交管部门通过协调考场周边有条

件单位、充分利用道路两侧资源等措施开辟高考专
用停车场地，目前在现有 5600 余个停车位的基础
上，又增设 2000 余个临时停车位，最大限度为接送
考生车辆提供方便。
据介绍，
考试期间，
交管部门将在每个考点安排
交通民警和协管员提前到岗到位，及时进行交通疏
导、事故处理，为考生提供紧急救助服务。同时，交
管部门联合治安、城管等部门对考点周边占路摊商、
违法停车等妨碍交通的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整治。6
月8日英语听力测试期间，
交管部门将结合考点周边
噪声的实际情况，对部分临街考点道路实施禁止机
动车通行及外围分流等临时性管制措施。

北京市部分线路公交车辆将分时段对考点周
边公交站点甩站绕行，请广大市民给予理解并合理
安排出行。除了降噪、减噪，高考期间，全市将严格
控制各类大型会议和活动。北京市政府号召社会
各界尽量减少体育、娱乐、商业促销等活动，尽量选
择绿色出行方式，共同为高考创造良好环境。
此外，北京市政府还要求本市各级教育、公安、
交通、住房城乡建设、保密、宣传、卫生计生、城管执
法、工商、电力、无线电管理等单位按照分工，
各负其
责，
做好高考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气象部门将密
切监测天气变化，及时为考生和考试服务保障单位
提供高考期间气象信息。

本市高考期间将有降雨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李天际）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
下午从北京市气象局获悉，高考期间本市将出现降
雨天气过程，气温总体感觉舒适，不会出现 35℃以
上的高温天气。
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翟亮介绍，6 日白天有小
关注学生资助

雨，
午后降雨逐渐减弱结束；
7-8 日天气晴到多云，
8
日午后到傍晚可能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雨量
为小雨。气温方面，6 日受降雨影响，气温较低，平
原地区白天最高气温 20℃左右；7-8 日气温快速回
升，
白天最高气温 31-33℃。翟亮表示，
本市不会出

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

北京市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高校资助政策

普通高中学生资助政策

本专科国家助学金

一等 4500 元、
二等 2300 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硕士 7000 元、
博士 15000 元

国家助学贷款（含生源地贷款）

本专科不超过 8000 元、
研究生不超过 12000 元

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

饮水洗澡电话补

185 元

见》
（国发〔2007〕13 号）颁布以来的十年

民政教育救助

本专科新生入学时一次性发放 4500 元

间，中央、北京市密集出台相关资助政策

残联教育救助

本科生 4500 元、
研究生 6000 元

本专科国家奖学金

8000 元

措施，已建立起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

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 元

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硕士 20000 元、
博士 30000 元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发放金额由学校按相关文件制定标准

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双百奖学金

新生奖学金 20000 元、
学术奖学金 30000 元

北京市按照“政策导向明确、财政加大投

退役士兵学费资助

本专科不超过 8000 元、
研究生不超过 12000 元

入、经 费 合 理 分 担、多 元 混 合 资 助、各 方

义务兵学费补偿及助学贷款代偿

本专科不超过 8000 元、
研究生不超过 12000 元

边远山区就业补偿代偿

本专科不超过 8000 元、
研究生不超过 12000 元

不 让 一 个 学 生 因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而 失 学。

责 任 清 晰 ”的 基 本 原 则 ，结 合 地 方 实 际 ，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新资助政策，相继研究
出台了一系列实施意见和管理办法。

晚温差较大，请考生和家长合理安排着装，调整饮
食，
并注意防暑防晒。
另据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
阴，北风一二级转南风四级，最高气温 28℃。今天
夜间开始有一次降雨过程，
但雨量不大。

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编者按：
自 2007 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

现 35℃以上的高温天气，
但气温起伏较大。
6 日由于降雨，道路湿滑，请家长和考生注意交
通安全，及时关注路况信息；8 日午后到傍晚可能有
弱雷雨，请提前采取防范措施。考试期间白天气温
较高，中午前后人体感觉较热，紫外线强度较强，早

义务教育学生资助政策

国家助学金

每生每月 200 元
免学费、
住宿费

宏志奖学金

2000 元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
国家免学费

最高 2800 元

国家助学金

一等奖 2500 元
二等奖 1800 元

北京市政府
奖学金

2000 元

学前幼儿资助政策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
“三免两补”
政策。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免除学杂费、
免费提 学前教育资助标准分为甲、
乙两等
供教科书，
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免除借读费，
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
甲等资助标准：
免交保教费
助，
对城乡低保家庭学生提供助学补助。
乙等资助标准：
免交 50%的保教费

申报条件：
持有民政部门确认并核发的《北京市城市（农
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北京市城市居
民生活困难补助金领取证》、
《农村五保供养证》、
《北京市低收入家庭救助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烈
士证明书》的革命烈士子女、孤儿等享受社会优抚
待遇家庭学生；持有民政部门核发的《儿童福利证》
的适龄儿童，残疾儿童；符合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
《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相关规定、持有《扶
贫手册》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申报流程：
本人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
料→评审→公示→备案→所在学校发放奖助资金。

温馨提示：
不要轻信任何陌生人有关学生资助的来电来信，
以防受骗。具体申报条件和流程请直接与就读学校
或各区教委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咨询，
或登录北京市学
生资助网了解（http://xszzzx.bjedu.gov.cn/）
文/本报记者 李晓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