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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田仲蓉 张德顺

厦门大学教授纪玉华涉嫌重婚罪一案，

近日已经在重庆九龙坡区法院正式立案。去

年11月，一篇“54岁的厦门大学外文学院院长

纪玉华，谎称自己离婚26年，欺骗重庆一高校

27岁女教师，并致其怀孕6个月”的帖子激起网

络热议，但此后不了了之。成都商报记者了解

到，今年3月，女方已生下一名男孩，但至今未

能联系上纪玉华本人，遂心寒将其告上法庭。

厦门大学官网显示， 纪玉华已经不再担

任外文学院领导职务，院长一栏空缺，但其简

介仍出现在外文学院的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

名单内。律师表示，如果罪名成立，其将被判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网友爆料：

“谎称离婚，并致女子怀孕”

去年11月， 有网友发帖称，“54岁的厦门

大学外文学院院长纪玉华， 谎称自己离婚26

年，欺骗重庆一高校27岁女教师，并致其怀孕

6个月。现女教师和父母在厦大讨说法，院长

玩失踪。女教师欲跳楼，幸被救下。”同时，配

发了纪玉华参加活动和亲吻一名女性隆起肚

皮的照片。

当时， 厦门大学方面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警方已经在调查之中，如果纪玉华确实存

在违法违纪行为，校方将严肃处理，但此后未

见后续报道。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厦门大学官

网显示，纪玉华已经不再担任该院领导职务，

院长一栏空缺， 但其简介仍出现在外文学院

的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名单内。

“小琴已经伤透心了。” 当事女方小琴

（化名）的代理律师、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智勇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今年3月，小琴

已将孩子生下， 但孩子出生18天时就因为多

种疾病开始住院。 为此， 小琴多次联络纪玉

华，但不论是打电话、发信息，还是通过外文

学院转达，纪玉华一律不回复。

张智勇称，孩子当时非常危险，有新生儿

肺炎、还遗传了父亲的一种男性疾病，当时还

下了病危通知，差点下不来手术台。他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孩子出生之前，小琴还抱有一点

希望，特别是她的父母很喜欢这个孙子，但是

纪玉华到现在都没过问， 让她寒了心。7月18

日， 张智勇接到法院通知称纪玉华涉嫌重婚

一案立案。

女方母亲：

“开始不同意 他比我年龄都大”

小琴与纪玉华是在一次教学活动中认识

的。小琴对记者称，2013年5月两人认识之后，

纪玉华几乎每周末都会从厦门飞到重庆看自

己， 其中有一段时间是长时间和小琴住在一

起。 随后她在不知道纪玉华已婚的情况下接

受了追求。

去年七八月份，小琴工作的大学放暑假，

她曾陪纪玉华一起回到他山东青岛老家奔

丧，老家的侄子都亲切唤她为“二婶”；陪着

纪玉华一起去上海讲课； 一起在厦大生活散

步；一起住在重庆两路口希尔顿酒店，看书健

身游泳……“那两个月，无论在哪里，纪玉华

都会介绍自己，是他的夫人。”小琴说，一直到

当年10月，查出自己怀孕19周。

去年10月8日， 在重庆某家医院检查身

体，小琴拿着B超单子跑了出去，告诉在外面

等候的纪玉华，她怀孕了。小琴回忆，纪玉华

接着用手机拨通了小琴父母的电话，“我是厦

门大学纪玉华，你女儿怀孕了。”

“当时我听了真的是鬼冒火，坚决不同意

他们在一起。纪玉华比我的年龄都大。”小琴

妈妈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纪玉华“保证会对女

儿好一辈子”，所以“看在女儿肚里孩子的份

上，我考虑着是否接受纪玉华。”接着，纪玉华

在重庆某医院对面租住了房子， 要小琴居住

在医院附近，待产。

小琴父亲称，去年10月，他们要求纪玉华

与女儿结婚。他表示，到这个时候，纪玉华才

说结婚证办不了，因为与妻子还没有离婚。小

琴母亲也表示，此前，纪玉华对小琴说他离婚

20多年了，还给她看过离婚证，原来那是他与

第一任妻子离的婚。

公开报道显示，按小琴母亲的说法，纪玉

华要求他们别到公安机关去告发他， 并表示

会尽快与二婚妻子离婚，同时写下保证书，许

诺支付小琴80万元。几天后，纪玉华将45万元

转给小琴的父亲。当年10月21日，纪玉华以处

理离婚事务和工作为由把她们母女带到厦门。

小琴对媒体称，到了厦门后，纪玉华的态

度就发生了转变。2013年10月23日晚，纪玉华

要求做亲子鉴定，24日， 他承认孩子是自己

的，又要求不做亲子鉴定了。而小琴母亲则说

不要纪玉华的钱， 只要对女儿和肚子里的孩

子负责就行了。26日， 小琴到厦大建文楼552

房间住处的窗口，想从5楼跳下，被工作人员

及保安救下。

但纪玉华方面对此则另有说法。 厦门大

学相关负责人曾介绍， 纪玉华的确与小琴交

往，此后感觉是受到欺骗，并发展为敲诈，已

经向警方报案。

至于纪玉华在与小琴交往时有没有和第

二任妻子离婚， 这位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已

经和第二任妻子离婚，有离婚证书。”之后该

负责人又补充称，是2013年3月份签了离婚协

议书，5月份和小琴才开始交往，“交往的时候

离婚的法定手续可能还没有走完。”

律师说法:

“他没离婚就以夫妻名义同居”

“程序没走完，那肯定是离婚的手续还没

办，就是仍是合法的婚姻关系。”张智勇对成

都商报记者说， 他们目前已经掌握了一些证

据， 证明纪玉华在尚未离婚时同小琴以夫妻

名义同居。张智勇还表示，经他们核实，小琴

的确是大学的辅导员，并签订了劳动合同。

“（孩子）确实长得像纪玉华，那个脑壳、

头型， 额头和纪玉华那个额头完全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张智勇称，纪玉华从未出示过二

婚的离婚证，他当时还曾写过一份材料，承认

和小琴的事，这个也是他的孩子。如果他不承

认，随时都可以通过亲子鉴定来证明。

对于敲诈的说法，小琴表示，纪玉华是自

愿给的45万元， 而且至今一分钱都没有动。

“我的要求是，第一，他要负法律责任，第二，

他要对我们的孩子承担父亲的责任。”

张智勇认为， 厦门大学在这一事件的处

理上有些偏向于本校教授，“一是查证属实，

纪玉华还能不能在事业单位里从事教学工

作？同时，作为党员，与他人保持不正当关系，

应该受到从警告到开除党籍等处理， 但至今

却未见厦大在这方面的处理决定。”

据了解， 重婚是本身有婚姻关系再跟其

他人结婚，有双重甚至多重婚姻。还有一种情

况是，如果有事实婚姻，以夫妻名义生活，也

是重婚。“这与包二奶或者第三者完全不同，

重婚是要判刑的。” 张智勇表示，《刑法》第

258条对重婚罪的处罚规定为，有配偶而重婚

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重庆九龙坡区人

民法院的法官确认案件已经立案， 下一步将

通知被告人，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办

理案件。

成都商报记者 蓝婧

厦门大学正在经历多事之夏。

重庆27岁女教师指控厦大教授纪玉华“谎称离婚并骗其生子，至今没有过问过他们母子”，无奈之下只能通

过法律途径，让其“负责”。日前，重庆法院已对这起厦大教授“重婚门”立案。

就在这场风波之前，厦大博导吴春明“诱奸”学生一事已被传得沸沸扬扬。网友发帖曝光其“长期猥亵、诱奸

女学生，并以学术经费开房”，随后数百名学生发联名信力证吴春明清白。

而把厦大推向舆论风口的“最初推手”，则是厦大女教授谢灵批评校长“就餐有特权”的一封公开信，舆论高

压之下的校长抬出谢灵涉嫌学术不端，更是让事件发酵。

昨日下午，一个认证为“新媒体女性”的

加V微博发起了一项“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

防治规范的联署”， 请厦门大学在校生和校

友共同参与致信校长的签名。

微博称，此次联署源自厦大历史系特

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吴春明被举报 “诱

奸”女生事件，认为大学有必要正视校园

性骚扰问题，并开始探讨建立性骚扰防治

机制。发起者自称为曾经就读于厦门大学

的校友和厦大在校学生，“非常关心学校

的声誉”。

此前，厦大博导吴春明被网友举报“诱

奸女学生” 一事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近

日，又有122位“吴春明老师直接指导过的历

届学生”发出联名信指称“举报不实”。这令

该事件成为双方各执一词的“罗生门”。

前晚， 记者从厦大为该事件专门成立的

调查组了解到， 希望也欢迎相关举报人能提

供有关证据，以利于调查尽快完成。

多位曾在厦大历史系学习过的同学于前

日针对此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不

只打‘口水仗’，最后用证据说话”。

2011年于厦大历史系毕业的郭小姐介

绍，最近群里有很多同学讨论这个事情，“大

多数都倾向于声援吴春明”。她亦坦承，如果

这件事是事实， 她 “情感上接受不了”，但

“理智上还是要看证据”。

最早在网络上指控吴春明的网民 “汀

洋”亦曾于18日在其“微博”上表示，“学校

既然已经成立调查小组， 希望小组能够及时

公布调查进度”。但目前调查组并未收到“汀

洋”提供的证据。

成都商报记者 蓝婧 综合人民网

厦大博导被曝“诱奸”女学生 调查组：暂未收到证据

校友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规范

“重婚门”

“诱奸门”

被曝“谎称离婚多年，并与27岁重庆女教师生下一子”

厦大教授涉嫌重婚被立案

� � � � 我们应该清

晰地看到， 厦大

的 “三重门”对

应指控的 “三宗

罪”，应该在程序

正义和公开透明

的环境中查实或

证伪。

校长被指享

受特权， 到底有

没有？ 博导是否

诱奸学生， 是不

是事实？ 教授重

婚生子， 实情究

竟如何？

唯有事实和

真相，才是“打开

门”的核心，而非

陷入一场场的舆

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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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

有网友爆料称，“54岁

的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院长纪玉华，谎称自己

离婚26年，欺骗重庆一

高校27岁女教师，并致

其怀孕6个月”

2014年7月6日

因教工食堂给晚到的

校长单独留饭菜，厦门

大学会计系副教授谢

灵炮轰校长朱崇实享

受就餐特权的公开信

在网上疯传

2014年7月10日

一篇名为《对汀洋的声

援———控诉厦门大学

淫兽教师吴春明长期

猥亵诱奸女学生》的博

文在网上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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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帖中配发的厦大教授纪玉华参加活动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