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5日晚，宜宾天立国际学校生活

老师夏晓萍听说9岁男生小乐（化名）说

了脏话，于是惩罚他给同寝室的7名男同

学洗内裤。 感觉受到羞辱的小乐给妈妈

打电话哭诉， 情绪极度低落甚至不敢再

回学校上课。昨日，宜宾天立国际学校小

学部执行校长吴双全表示， 学校不允许

体罚侮辱学生，夏晓萍的教育方法不对，

学校将根据调查情况对涉事老师作出相

应惩罚。 目前学校仍在对此事作进一步

调查，会及时将处理情况向家长通报。

据家长黄女士介绍，4月15日晚7点

40分左右， 她突然接到儿子打来电话哭

着说：“夏老师（生活老师夏晓萍）听说

我说了脏话， 罚我给同寝室的男生洗内

裤。我觉得太丢人了，但我真的没有说脏

话。” 黄女士半个多小时赶到学校时，看

到儿子一个人坐在床上哭， 已经洗好了

两条同学的内裤， 还有5条泡在水中。此

时，夏晓萍在寝室给另一个孩子吹头发。

“我当时很客气地问夏老师，小乐说了什

么脏话，你要用这种方式羞辱他？”黄女

士说，夏老师没有作出回应。黄女士一把

抓过夏晓萍手里的吹风机，摔在地上。吹

风机弹起来，砸到了夏晓萍左臂。此后，

天立国际学校小学部三（2）班班主任罗

毅及学校德育处方主任等赶到。 在罗毅

和方主任的劝说下， 夏晓萍给小乐鞠了

一躬。但黄女士认为，夏老师“鞠躬”时

一点歉意都没有。

吴双全表示，学校接到家长反映“洗

内裤”事件后，立即派出班主任罗毅和德

育处方主任进行调查。班主任罗毅证实，

通过事后向其他学生了解， 小乐在受到

惩罚前确实没有说脏话。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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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决

法人代表因诈骗被判四年半

昨日下午，广汉市法院在中江开庭审理马

援勇案。15时许，马援勇被4名法警押送到庭，他

抬头瞄了一眼正在旁听席的妻子李艳和母亲，

随后他被法警带到被告席。旁听席上，马援勇

的妻子和母亲一脸悲伤，其母亲目光一直跟随

着马援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庭审期间，马援勇很平静，对于公诉人关

于其诈骗行为的指控。马援勇当庭辩解称“第

一没有诈骗，第二没有诈骗行为，第三没有诈

骗结果。”同时，在马援勇的辩护意见中，他坚

称自己无罪，没有实施诈骗行为。

法院认定，289名报名人员被招收为该校灵

活制开放式教学学生，已申领助学金。证据显

示， 在289名人员中，212名有助学金申请表，另

77名没有助学金申请表，但银行账户资金往来

情况查询反映出他们都享受到了国家助学金

政策，金额合计为12.65元万元，被告人马援勇

从而骗取国家助学金12.65元万元。

短暂休庭后， 中江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以诈骗判处马援勇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判

处罚金10万元，退赔助学金12.65万元。听到判

决结果，马援勇的妻子和母亲再也控制不住情

绪，二人抱头痛哭。随后，马援勇的妻子表示，

不服从判决，将提起上诉。

与此同时，昨日上午，广汉市法院在罗江

开庭审理马援勇弟弟马元刚涉嫌诈骗助学金

案，该案与马援勇如出一辙，也是因为原判决

事实不清，发回广汉市法院重审。

昨日，经过审理后，法院判处马元刚有期

徒刑六年，判处罚金20万，判退赔助学金35.2万

余元。其代理律师表示范军表示，按照家属意

见将提起上诉。

一场变故

深陷“套取国家助学金”漩涡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德阳市城区北郊108国

道边上，一处院落内就是德阳联大总部。

说明来由后，“嘎吱”一声，门卫黄大爷拉

开了大门，一脸诧异“学校锁了很久了，早就没

有人来了。”校园内都是简易板房，有数十间。

虽然房子不起眼， 这所学校人多的时候超过一

万人。“人数最多的时候， 学校有13个教学点，

学生1万多人。”说起当年的辉煌，副校长刘守

玺难掩心头激动。

刘守玺介绍，2007年国务院下发文件，针对

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提供国家助学金。 标准为每年1500元，国

家资助两年，第三年实行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

习。2009年，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发文提出，各地

为中等职业学校招收社会适龄青年、 农村青年、

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士兵和其他群体等

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李艳介绍，2008年4月23日，德阳市计算机技

术学校出资100万，实物出资269.58万，创办德阳

联大，马援勇任法人代表、理事长。刘守玺介绍，

2008年秋季起，德阳联大开始大规模招生，在广

汉6个乡镇，中江6个乡镇设立教学点，加上旌阳

区教学点一共13个，“其中学生大部分是全日

制，部分是灵活学制。”

2009年12月28日，省教育厅下发一份《核

对清理2009年秋季学期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

金受助学生查重名单的紧急通知》， 德阳联大

被列入其中。 这意味着灵活学制的学生不符合

条件，不能享受国家助学金。

2010年5月13日， 马援勇去教育局开会后，

没有回家。直到深夜，他才回到家中，与他同来

的还有几名民警。

次日，一份刑拘通知书被送到李艳手上。同

时，学校的账户被冻结，相关文件材料账目都被

公安带走。随后马被警方依法逮捕，德阳市公安

局向德阳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发回重审

曾作一审判决 中院认为“事实不清”

2011年3月4日， 该案改变管辖至广汉市检

察院，其间，退回公安机关审查二次。同年4月，

广汉市检察院就此案提起公诉。

检方认为，德阳联大享受国家助学金11949

人，受助资金793.225万，全日制3443人，受助

224.565万，灵活学制8506人，受助568.66万。非

全日制学籍的8506人不应享受国家助学金。

2013年年初，该案再次开庭，检方认为，德

阳联大清退助学金124.26万， 案发前尚欠缴助

学金444.4万，据此，检察院认为马援勇及德阳

联大套取助学金444.4万。而广汉市法院审理认

为，有274名未报名、未就读的人员个人信息被

伪造成“灵活学制”学生学籍申报到德阳市教

育局， 从而骗取国家助学金30.548万。2013年3

月28日，广汉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马援勇犯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处罚金50万，马援勇的

违法所得30.548万予以追缴、退赔。

该案件一审判决一出， 马援勇的代理律

师发现了疑点， 本案只涉及学校与教育局清

查和核对助学金问题多退少补， 不该进入司

法程序。 警方向法院提交了274份书面证据，

涉及274名学生，称他们没有在德阳联大报过

名、 学习过。“最终判决认定的30余万元骗取

金额也正是这274名学生的助学金， 这274份

证据存疑。”

马援勇不服，以“未虚构事实，未非法占有

国家助学金”为由，提出上诉，德阳市中院认为

原判决事实不清，发回广汉市法院重审。

套取国家助学金 职校法人代表获刑

法院昨日一审判决德阳联大法人代表诈骗罪成立，家属表示不服判决将提起上诉

老师疑9岁娃说脏话

罚他给室友洗内裤

学校回应：孩子并未说脏话，将对涉事老师作出相应惩罚

招聘
●大中专招生老师15828356763
●聘：轮转机，机刀，折页机师傅，
装订熟手。13518186667
●高薪聘招办主任15928487305求职
●注册会计师兼职15390079867

空调修移
●成百空调冰箱修移86629948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

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清洗
●大金空调厂家直销★86669444

全自动麻将桌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智友商务★旅游租车69958229

清洁公司
●新鸿保洁85186977★84414889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

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玉林85566508牛市口84535986

疏管掏粪
●专业疏管★抽掏粪8543450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5539994疏管抽掏粪87588463

防水·堵漏
●专屋厕堵漏水电粉刷87383928

搬家公司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玉龙87326666优86259642空调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废旧★15928958345

●收所有二手废旧13540494440
●收空调餐饮废旧13348864767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典当行
●融通典当★方便快捷87573162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汽车转让
●优转公司车数辆13666198747

求购汽车
●求购轿车面包车13880530139

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专业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86664773建筑资质执照代理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英才专业办执照资质86922599
●低价办照★资质记账87663899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咨询13881761948财会·税务
●优优★审计理烂帐85087459税启事
●蔡勋收据0138286遗失作废
●乐山市华茂车业有限责任公司
车牌号川LCL153车辆购置税完税
证(证号12510221665)遗失作废
●冯文轩遗失成都军区八一骨科
医院开具的发票两张编号成字
130700189341、130700189342
●四川省天宇盛劳务集团有限公
司发票6张 (发票号码01361984,
02028820,01361989,02028825,
01361985,02028822)遗失作废
●成都高新区家安淳家具经营部
法 人 章 李 希 宁 （ 号 码

5101008060180）遗失作废

公告
罗伟、孙学鹏、吴毅、刘松涛、杨锐、
陈渝，根据《四川省事业单位人员
聘用制管理试行办法》第34条第2
款规定，我单位与你们解除聘用合
同，时间从2014年2月25日起。
成都市河道管理处
2014年4月17日

●父亲：陈明辉51012219720222
3719，母亲：何小英5139331985
09105427，女儿：陈娟于2007年4
月10日在简阳市简城北门医院出
生，《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唐全,杨艳英购花样年福年广场
3-9-3房屋收据1011154金额26
1473元,0004625金额140664元,0
004624金额430元,以上收据遗失
●马维(出生年月:2001年3月7日13
时0分,出生地点:四川省妇幼保健
院)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代勇建筑架子工操作证遗失作
废:证号川L022011000147

身份证遗失
●王思颖510104198710312867身
份证于2014年2月1日遗失
●胡敏510103197001163415房屋租售
●售创业路商业480平现租55元
电话：13982202988

园林出售土地转让
●化工用地转让13880563650周写字间租赁
●优租八宝街精装写字楼1500平，
含全套家具空调13688065846
●售一环内写字楼13708025599营业房
●1400平营业房租13540058439
●教室办公用房库房租87383336
●市区豪装酒店转18190704268
●卖加油站眉山13547662277
●售人南三段旺铺17平,磨子桥十
字路商产收益佳86平85222379

●庆玲楼一号桥两千平86927793
●双流蛟龙港美食娱乐城商业用
房6000平租,可分租13908063322酒楼·茶楼转让
●东精装茶租金低13348879200
●750平茶坊优转67617837
●转茶楼商务酒店18081007398

●西新装茶楼优转13908275461
●转租售新都新建3千平商务宾馆
8元1平和农家乐13402850350
●租或转餐馆茶楼18981853239
●低转南2千平酒楼15208271531
●北门茶楼800平转13084455958
●转青羊盈利宾馆13551366454
●转武侯大道茶楼13881735080
●市中心640平米茶楼优转，设备
齐全，电话:18280240243
●光华村酒吧18万13540772716
●金房苑茶转350平13540882790
●十字路二楼茶转13551865635
●草市街酒店转让13880696818
●餐饮茶楼转让13888288295
●酒店转让或联营13348826885
●华阳好口岸火锅13980895915

马援勇被押送到庭

昨日，芦山县龙门乡老杨家格外热

闹，他23岁的儿子杨武和妻子陈丹丹的婚

礼如期在加固翻新后的家里举行了，婚礼

的巨幅海报就悬挂在这对新人的新房墙

上，远远的就能看见，在蓝天下格外醒目。

据老杨介绍， 他等这场婚礼已经等

了一年了， 原本他设想让儿子在去年就

能完婚，谁知“4·20”芦山地震的发生，

打乱了老杨原来的安排， 原本规划的新

房在震中受损， 院子里的三排猪圈全部

坍塌， 老杨一家只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

自救重建上，地震发生时，儿子杨武和妻

子陈丹丹还在成都， 也急忙赶回了龙门

乡的老家。“我这一年白天黑夜都在

干。”老杨请了十二个工人，一方面对老

房进行加固维修， 同时又重建了崭新的

猪圈，前前后后投入了十八万余元，终于

让儿子的婚礼如期举行。

成都商报记者 郭广宇 摄影报道

新房里 举行迟到一年的婚礼

民生优先

科学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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