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1月26日  本版编辑／唐天喜  版式／王蕾
电话：0731-82333612  E－mail:tangtx@fengone.com新闻·特别报道 A05

事业单位招考，
57人考错试卷

欧阳波表示，这只属于一场
失误，“一来，它并未造成重大负
面影响；二来，我们采取了积极
补救措施。本来可以重考，也可
以维持原成绩，这都是考生自己
投票决定的。”

此前，有受 访者质疑，部分
考生不愿为考试组织方的错误埋
单，考生们的合理要求就该被忽
视吗？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们
学法律的应该最清楚。” 考试中
心另一名工作人员强调。

在欧阳波看来，大多数考生
都平静地接受了最终结果。“只有
一个考生例外，主要是她父亲不
通情达理。”

11 月 14 日至 18 日， 文 芳 56
岁的父亲文孝闻，先后跑了多趟
耒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

耒阳市纪委，想“讨个说法”。
文孝闻说，市纪委在了解情

况后，向他表示了歉意，并承诺
将处置相关责任人员。

11 月 25 日， 记 者 致 电 耒 阳
市纪委纠风室，一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确实接到了相关举报。初步
调查证实，考场工作人员因失误
操作，造成了部分考生试卷错发。
具体原因，纪委正在跟进调查。

耒阳市人社局：
考务组事后向考生道歉，考生投票决定成绩有效

赔款判决，王建平为何迟迟拖
延 执 行？2013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新化县西
河镇滑石村。

王建平家房门紧闭，附近的村
民告诉记者，王建平已很久没有回
家。“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
他现在已经很少回来了，而且回来
后要是被人发现，可能会被拘留。”

随后，记者来到新化县人民法
院。负责该案件的执行法官康弟元
说 ：“法院依法审理案件作出判决
后，确实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
但就这个案件来讲，我们并不是没
有采取相应措施。”

康弟元介绍，由于王建平迟迟
没有支付赔款，法院执行局曾冻结
其银行存款财产，也查封过房子，

但要处理农村住房却比较困难。“因
为，有明确条文规定变卖农村住房
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作出处
理，而且即便同意转卖，也不见得
卖得出去。另外，肇事的货车我们
组织进行了三次拍卖，但都流拍了。
我们也曾想过用车子做赔款抵押，
但他（指刘登仁）不同意，在这个
情况下，法院只能组织进行协商调
解。现在已经进行了两次调解，总
的来说，进展已经向好的方向逐步
靠拢。”

“我们将继续对这个案子重点
关注，如果双方都各退一步，即便
赔款最终还有微小差距，法院也
会尽力采取司法救助的形式，将差
额补全，尽快促成双方达成一致。”
康弟元说。

今日女报 / 凤网 见习记者 凌晴
耒阳女孩文芳至今还难以接受那场考试的结果。
11 月 9 日，在湖南省耒阳市举行的 2013 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考试中，监考老师下发

到文芳手中的试题与答题卡，竟然不相匹配，明明报考“法律类”岗位的她，拿到的是一份标注有“文员类”
字样的试题。和她有着同样遭遇的，是耒阳市第三中学考点第 11、12 考场的 57 名考生。

最终，耒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简称耒阳市人社局）考试中心召集考生投票，以“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判定此试卷考试分数有效，并以此决定面试入围名单。

11 月 25 日，记者致电耒阳市纪委纠风室，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确实接到了相关举报，正在跟进调查。

法律类岗位考生，拿到文员类试题
11 月 21 日，文芳向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回忆，11 月 9 日 9
时 15 分许，她所在的第 11 考场
里议论声四起，甚至有考生大声
喊道：“题目不对！”她索性放
下笔，静候监考人员处理意见。

原 来， 约 15 分 钟 前，2013
年耒阳市公开招聘事业单位专业
技术人员考试开考。当天开展的
是除医疗卫生类外的其它招聘岗
位的笔试。时长 2 小时。

试卷和答题卡一发下来，文
芳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她习
惯性地扫视了一遍试题，目光停
留在试题起始处。

“文员类？”这三个字，让
她有些意外。她明明记得很清楚，
自己此前报考的是“耒阳市民间

组织管理局”的“信访员”。该
岗位明确要求考生所学专业为法
律。

她也记得，招考公告上写着，
这次笔试包括公共知识和专业知
识两部分，总时长两小时。其中，
专业知识以各职位类别相关专业
知识为主，占笔试成绩的 60%。

10 分钟后，开始有考生轻声
提出试题可能发错了，这迅速引
起大家的共鸣，窃窃私语逐渐转
变为大声申诉。

“我也注意到试题的专业部
分，是文员类的写作题，大致意
思为‘政府颁布新政，官场存在
以不变应万变，无视新政策的现
象，请谈谈杜绝这一情况的措施
和看法’。” 文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而我的答题卡上，完
全没有这一写作题的答题空间。”
当时，教室里一男一女两名监考
老师无法做主，大约在 9 时 20 分，
他们请来了巡考老师。

“他（指巡考老师）说，大
家将那道题当做法律专业题回
答，写到试卷空白处，没关系。”
该考场另一名考生易欣（化名）
则想起，当时巡考老师试图下发
另一张试题，“可才发了几个人，
又发现不对，又立马收上去了”。

文芳表示，考试 11 时结束，
该考场准时收卷。后来，她还得
知，相邻的第 12 考场也同样发
错了试卷。这两个考场共有 57
名考生。   

民主投票，决定考试成绩有效与否
11 月11日，考后第一个工作日，

文芳和易欣均接到自称耒阳市公开
招聘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工作
领导小组的电话。对方通知，次日（11
月 12 日）召集第 11、12 考场考生
开会，现场征询处理意见。“我在
长沙工作，工作日不方便请假，所
以无法到现场。”文芳说。

11 月 12 日，工作人员在“现
场征询会”后，再次拨通文芳电话。

“我当时通过电话投下了反对票，
要求重新组织考试。” 11 月 21 日，
文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身在外地的易欣，则由母亲
代表，在“征询会”现场投下了
反对票。当天，工作人员告知了
大家最终的投票结果：57 人，32
人同意考试结果有效。文芳说，
这意味着“他们按照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沿用原有成绩”。

“可能大部分考生眼下都有工
作，有的还在外地，不愿意折腾
回来重考。”文芳说。

11 月 13 日，耒阳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公布 2013 年公
开招聘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笔
试成绩，入围人员名单由此产生。

此后，未入围的文芳和易欣，
再未收到来自耒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的消息。

全部错发，对大家是公平的
11 月 25 日上 午， 今 日女 报

/ 凤网记者致电耒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考试中心。该部门负
责人欧阳波称，当天的考试共有
39 个考场，试题分为文员类、法
律类、机械工程类、园林设计类
等 20 多个类别，法律类分布在第
11、12 考场。

“可能由于工作人 员工作疏
忽，错将‘文员类’试题下发到
了法律类考场。”欧阳波说，试题
上“文员类”与“法律类”的区别，
在于 30 分专业知识。

“发现问题后，我们立即告知
11、12 两个考场的法律类考生，
就按手头试题计分，专业题就做

文员类的作文题。”
为何选择“将错就错”，而不

是当场更换正确的试卷？
欧阳波说：考虑到考生都已

开始作答，如重新下发考卷，考
生又要誊抄一遍，时间上不划算。

“沿用文员类试卷，大家都在同一
条起跑线上，相对公平。”欧阳波
解释，“学法律的，通过作文题，
应该能够体现语言组织、逻辑思
维能力。”

“秉着慎重处理的原则，我
们事后组织考生现场开会。考务
组向大家公开道歉，并下发了《处
理意见书》。意见书上，考生可以
在‘同意考试成绩有效’或‘要

求重考’两栏签名，以示投票。” 
欧阳波告诉记者，“最终考生投票
的统计结果：57人，7人缺考，应
到 50 人， 实 到 40 人。 其 中，26
人同意考试成绩有效，加上 6 名
通过电话投下赞成票的，共计 32
人认可了考试结果。”

“最后，到场的每个人都签字
认可了最终结果。” 欧阳波表示，

“我们都是依法依规进行的，绝
对无舞弊现象。投下反对票的一
名考生，最后成绩出来，得了第
一名。”

至此，这次考试成绩被视为
有效。

“少数服从多数，他们学法律的最清楚”

孙子被压断腿后，妻子和儿媳相继离家出走

儿子追找肇事司机两年
只为“讨说法”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26 岁的儿子刘小龙又失踪了，截止 11 月 21 日，已有整整 20 天。

但与此前，儿媳妇和妻子先后离开就不再回来不同，53 岁的新化人刘登
仁知道儿子干什么去了。因为刘小龙在与家人失去联系前曾留有一封书
信，里面只有一句“照顾好孩子，我去为儿子找说法”。刘小龙“讨说法”
的对象是同镇的王建平，对方两年来只主动现身一次。两年前，王建平
开车压断了刘小龙 5 岁儿子的腿，却拒不执行法院赔偿判决。

5岁孩子承受“血的代价”
11 月 21 日，刘登仁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这两年来，刘小
龙也曾“出走”过多次，留下的原
因都是“我去为儿子找说法”。刘
登仁在乎的是 ：“‘讨说法’的事最
好让我去，他还年轻，希望他没找
到人，早点回来。” 

失踪的刘小龙“讨说法”的
对象是同住在新化县西河镇的王
建平。两年前，王建平驾着七八
吨重的货车压断了刘登仁的 5 岁
孙子张洋（化名）的腿。刘登仁
猛地提起孙子的裤腿，露出皮肤
褶皱、肌肉萎缩的双腿后，伸出
三根指头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说：“车子就这么一压，左腿骨头
就断成了三截！”

“当时因为天冷，孩子的衣裤
穿得厚，再加上事故发生后，孩
子又能自己从货车下爬出。家人
以为只伤了脚踝，所以就买了些

药水擦。”刘登仁说，可一小时后，
孩子总是说腿痛，家人怎么扶都
站不起来。这时一家人才发现张
洋整个左腿血糊糊一片，肉磨掉
了好几大块。当晚，刘小龙一家
带着张洋辗转县、市、省多家医
院问医寻诊。

医院诊断：左腿三处骨头粉
碎性骨折，腿部软组织大面积坏
死。如今，凑近张洋左腿，依然
能清晰看见褶皱的表皮上长出的
毛发——这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进行腿部植皮手术时使用的一项
新技术：“割下头皮，移植到腿部。”

如今，两年过去了，张洋将再
次进行腿部植皮手术，而头皮切割
手术留下的后遗症依然存在——
头部不能长时间地偏转，以至于晚
上睡觉时，刘登仁不得不每过一小
时就将孩子的头小心扶正。这活，
除了他，别人都干不了。

父子又遭“婚姻劫”
今年 5 月，刘小龙的妻子丢下

一句“家里的事我再也不管”的
话出走后音讯全无，而在这之前，
刘登仁的再婚妻子也同样选择了
离开。一对父子，遭遇同样的变故，
刘登仁将其归结为“高利贷欠了太
多”。

刘登仁说，在孙子两次住院治
疗期间，巨额的医疗费用迫使儿子
刘小龙在不得不将苦心经营的网吧
低价变卖的同时，也借下了数万元
的高利贷款。而为偿还部分债款，
自己也只得将修建的新房做抵押。

“现在家里为孙子花了差不多
有 40 万，欠亲戚的钱不说，就是
高利贷的利息，现在都难还得清。”
刘登仁说。

据刘登仁表 示，他不是没想
过找王建平分忧，但王建平“给了1.5
万元住院费之后，不但没来看望，
问他要医疗费还说一分没有。”

多次 上门无果后，无奈的刘
登仁只得将王建平告上法庭。

刘登仁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出示了一份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

日的《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上面写道 ：“由被告王建
平赔偿原告张洋 172884.17 元，判
决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付清。”然而，
王建平却没有执行。

5 个月后的 2013 年 4 月 27 日，
新化县人民法院作出“查封王建平
坐落于新化县西河镇滑石村的砖木
结构房屋门面……若仍不履行义
务，本院依法予以拍卖”的判决，
但让 刘登仁感到无奈的现状是：

“王建平还是一分钱没给，查封的
房子也好端端的。”

法院判决后，肇事车主不见了

张洋（左）牵着姑姑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