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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高考理综第8题单选A或B均给6分

武汉晨报讯（记者陈晓彤 通讯员沈
考）关于全国I卷理综第8题答案选A或选
B终于有了结果。 6月11日晚，省教育考试

院发布说明， 对2018年高考理科综合试
卷第8题试题单选A或单选B的均给6分！
截至记者发稿时，广东、福建、河南、

湖北、山东、江西、安徽考试院已发布了官
方公告，经各省专家评议，2018年高考全
国I卷理科综合试卷第8题试题单选A或

高考理综争议题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关于2018年高考
理科综合试卷第8题评卷有关问题的说明
经理科综合试卷评卷专家组评议认为，我省使
用的2018年高考理科综合试卷第8题本身无问题，
但不同的群体从不同的角度对试题的B选项有不同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蔗糖，果糖，麦芽糖均为双糖

理解。 综合各方面意见，也考虑到高中教学实际，根
据专家组意见，经研究决定，我省对该题单选A或
单选B选项的作答均给6分。

B.酶是一类具有高选择催化性能的蛋白质
C.植物油含不饱和脂肪酸酯，能使Br2 /CCl4 褪色
D.淀粉和纤维素水解的最终产物均为葡萄糖

记者现场探访高考网上评卷工作

评卷人打分太快会被约谈
记者陈晓彤 通讯员沈考

6月12日上午，记者受邀走进我省普
通高考语文科目评卷点，现场观摩我省普
通高考网上评卷工作。 据了解，今年我省
评卷任务由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4所高校承
担。 网上评卷总量约为286万份，参加评
卷的各类工作人员约2000多人。

四所高校参与评卷
今年我省普通高考所有科目全部实
行网上评卷。 进入评卷点，须经过2道安
保检查。 每个评卷室门口都张贴着详细
的工作时间安排和座位安排，并在醒目位
置摆放着评卷员守则、评卷教师须知和评
卷纪律的板报，上面详细列举了评卷员的
工作职责。
据介绍，我省评卷工作共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为答卷扫描、切割阶段，从
6月8日晚开始，6月12日结束； 第二个阶
段为评卷阶段，包括培训、试评，制定评分
细则，评阅试卷及质量监控等环节，从6
月9日开始，预计20日结束；第三个阶段
为评卷数据核查及统分阶段。 23日向考
生公布考试成绩。 届时，考生可登录省教
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成绩。

严禁携手机进阅卷现场
为保证评卷数据安全，我省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
所有评卷场所、扫描场所均安装视频
监控设备，并全程录像，确保评卷过程可
回溯查看。 评卷场所实行封闭管理和手
机信号屏蔽， 所有人员一律凭证入场，并
接受安检，杜绝无关人员进入，严禁评卷
教师携带手机、U盘、MP3、 数码相机、多
功能计算器等进入评卷现场。
我省对答卷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等信
息进行加密处理，并对加密后的考生答卷信
息在评卷前进行第二次加密， 确保评卷公
平公正。 用于网上评卷的计算机及网络设
备使用专网，并与外网严格实行物理隔断。

评卷太快、给分太紧或太松会被约谈
据了解，正式评卷之前有试评和样卷
校标两个环节。 对掌握标准不科学、不准
确的评卷员，进行重新培训、调换工作岗
位，直至劝退。
评卷开始后，每位考生的试卷至少要
经过两位评卷员评阅。 此外，各学科业务
组、质检组、题组长、小组长可以通过评卷

链接

1.网上评卷安全吗？
考生答卷由考生本人在考前填写姓
名和准考证号， 同时粘贴含姓名和准考
证号的条形码。 答卷上交后由两人一组
对考生答卷进行扫描， 并随机生成与准
考证号一一对应的密号， 技术人员根据
评卷要求将每一份答卷切割成不同的题
块存储在服务器上，加密后随机分发给评
卷员评阅。
从这一过程来看，网上评卷是绝对安
全的。 同时我省还设计了多种校验制度：
一是扫描完成后，通过计算机将考场安排
信息与扫描信息自动比对， 确保一一对
应；二是扫描完成后和评卷结束后，会按
比例分别抽卡进行人工抽查校验。

况？

系统中的多种参数，对评卷教师的评卷质
量进行监督和提示。一旦发现评卷员评卷
速度过快，给分过松或过紧的情况，立即
与该评卷员交谈，共同学习标准，及时纠
偏，如经培训仍达不到要求的，则请其退
出评卷工作，同时将问题试卷转发给业务
组，由两位以上专家讨论仲裁给分。

成绩公布后，考生可申请成绩复核

6月12日，湖北省考试院针对高考评
卷常见疑问进行了统一回复。

2. 会不会出现评卷员打感情分的情

考生的答题图片是经过处理隐去
考生姓名、准考证号并多次加密后随机
分发给评卷教师的。 评卷教师既无法自
己选择评阅某份试卷，也看不到他所评
阅的某道题之外的考生答题情况，更看
不到 考生 的 姓 名 、 准 考 证 号 等 显 性 信
息。 因此，不可能出现评卷员打感情分
的情况。

3.统分过程是怎样的，如何保证统分
的数据安全？
网上评卷结束后，在专业人员监督下
首先将所有评卷数据全盘拷贝。 通过计
算机得到非选择题得分，经过两次密码还
原后，将准考证号与得分对应合成，核对
无误后再与选择题得分相加合成考生单
科成绩。 最后， 将考生的四科成绩合拢，
核对无误后生成考生总成绩数据库。 以
上各个环节均由两名工作人员专人专机
专设密码分别单独进行。
分数合成后， 安排专人对分数的完整
性、有效性及选择题与非选择题成绩的逻辑
匹配情况进行校验。校验无误后信息人员在
专业人员的监督下一式三份刻盘移交。

4.考生对公布的考试成绩有怀疑，如
何申请复核？
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后，省教育考试院
都会安排专门的时间进行考生成绩复核。
考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当地教育考
试机构提出申请。 省教育考试院汇总后
安排专人在公证人员监督下，进行考生分
数复核，复核的主要内容是答卷（答题卡）
漏评，卷面总分、统分有无误差等。
复核结束后，会将考生各题得分情况
反馈给当地教育考试机构。 考生也可凭
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通过省教育考试院
网站查询复查结果。

4种注射剂被列入儿童禁用名单
不良反应多是主因 武汉儿童医院已全面停用
武汉晨报讯（记者刘睿彻）

12日，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官网发布，对丹参注
射剂增加警示语，其“禁忌”中包括新生
儿、婴幼儿、孕妇禁用。 就在前一天，该局
刚刚公布双黄连注射剂4周岁以下儿童、
孕妇禁用。 至此，今年有4种注射剂进入儿
童禁用名单，不良反应多是主因。
据悉，药物说明的修订，依据于药品
不良反应评估结果，目的在于进一步保障
公众用药安全。 另两种被禁的注射用药
分别是柴胡注射液和注射用赖氨匹林。
柴胡注射液是5月29日由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公布“儿童禁用”。 注射用赖氨匹
林则是今年2月被要求注明，16岁以下儿
童慎用，3个月以下婴儿禁用。
被禁的部分注射药物一度在儿童用
药中使用普遍。 如柴胡注射液曾作为“退
烧针”， 多用于儿童发热治疗。 双黄连适
用于治疗病毒及细菌两类感染，上呼吸道
感染、肺炎、扁桃体炎、咽炎等。
记者了解到，被禁用的注射剂多为中
药注射剂，成分相对复杂，儿童处于生长
发育期，更易发生药物不良反应，而静脉
注射的方式，存在较高的风险，相比而言，

单选B的均给6分。 全国I卷适用范围：河
南、河北、山西、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安
徽、福建、山东。

口服药的风险就小很多。
随着全国对药物不良反应数据获取
更全面，一些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的注射
药物相继被列入儿童禁用的名单。武汉儿
童医院去年初就已全面停止了中药注射
剂在儿童患者中的使用。
除了注射用药，今年6月1日，国家药
品监管局还注销了5个药品，其中西安杨
森制药的多潘立酮混悬液（
“吗丁啉”小儿
版）、强生制药的小儿伪麻美芬滴剂（商品
名艾畅）都属于儿童用药。

男子多年不喝白开水
尿结石术后60天又长满
武汉晨报讯（记者伍伟 通讯员
陈雁南 江维）每天饮料当水喝，男子
腹痛难忍被查出输尿管结石，做完手
术后过了两个月竟再次复发，原是因
为水没喝够。
家住汉口的陈先生， 今年33岁，
平日里一天到晚都是可乐、橙汁换着
喝，晚上消夜时还会搭配啤酒，几乎
没喝过白开水。
两个月前，陈先生因腹痛难忍被
家人送到武汉市第四医院。 经检查，
陈先生患上了左输尿管结石。 医生建
议他进行钬激光碎石手术。 手术中在
左侧输尿管置入双J管一根，上周，陈
先生 来到 武汉 市 第四 医 院取 出双 J
管。 术中却发现左侧输尿管又长满了
结石，这距离上次取石才2个月时间。
陈先生之所以反复发作，除了体
质原因外， 和他的饮食习惯关系很
大，因为新陈代谢较快，体内经常处
于缺水状态， 加上长期饮料当水喝，
不爱运动，水喝得不够导致肾结石反
复发作。
“少喝啤酒饮料、多喝水、多排尿
是预防结石的最佳办法。 ”泌尿外科
医生刘功学表示，人体每天液体的摄
入量应保持在3000毫升以上，如果用
普通的矿泉水瓶为标准的话，大概需
要5～6瓶。

女子连玩五周游戏
玩断拇指肌腱
武汉晨报讯（记者伍伟 通讯员
肖志宏 荆彤） 女子连续玩五周手机
游戏，前天拇指突然动不了了,到医
院检查居然是玩游戏太疯狂玩断了
手指肌腱。
28岁的冯小姐是办公室会计，每
天除了工作，业余爱好就是玩手机游
戏。 不想一个多月后，她的右手大拇
指就动弹不得。 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
后，冯小姐告诉手外科医生，自己玩
游戏时习惯用双手握着手机，拇指在
屏幕上划划点点，每天都要玩五六个
小时。 前天晚上正和同事一起组团打
游戏，打完一场后发现右手拇指疼得
不能动。
当天接诊的邢丹谋主任结合X
光片和B超检查后诊断为： 右拇指伸
肌腱自发性断裂，需要手术修复。
邢丹谋介绍，冯小姐每天玩手机
游戏的时间长,右手拇指要反复滑动
手机屏幕,这样多次机械性刺激使拇
指伸肌腱在手腕部摩擦以至断裂。
邢丹谋提醒，现在高考结束 ，不
少学生不分昼夜地玩手机游戏，若手
指长时间重复同一种滑动动作很有
可能出现肌腱发炎， 甚至断裂的情
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