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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考生遭室友篡改志愿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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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叫他学生叫他““生哥生哥””
教职工说他脾气坏常骂人教职工说他脾气坏常骂人

全国名校“明星校长”落马背后
江苏启东中学原校长王生涉案细节曝光 专家称该案在中国教育界具有一定警示意义

/ 明星校长“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2015年2月27日，在
启东中学教职工大会上，王生动情地朗诵起《再别康桥》，又说了
很多对不起，“平时态度不好，做得不好之处，请多包涵”。

让全校师生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江苏省南通市纪委发布
消息：江苏省启东中学校长、启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生涉
嫌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显示，其挪用公款行为主要发生于
2005年7月至11月，王生担任江苏省启东中学校长、启东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3次将逾740
万元原属于启东折桂中学（启东中学初中部）公款借给訾某，
用于开发房地产项目。

而对王生被指控的受贿行为，主要发生于1999年至2014
年，他在担任江苏省启东中学校长期间，多次收受价值逾88万
元的财物，涉及人数之多，名目之杂、次数之频繁、关系持续之
长久，构成了王生连续15年受贿行为的特点。

/“朋友圈”为有裙带关系的学生提供有偿帮助

起诉书称，启东某建筑公司董事长周某在承接工程、本企
业子女入学等方面得到王生的帮助；作为校长，王生为多位请
托人提供其子女及其亲友子女入学的有偿帮助，为有裙带关
系的学生在“省三好学生”评选、争取名牌大学实名推荐名额
等时提供有偿帮助，还在合作办学方面与其他中学校长或董
事长结成金钱利益关系。

周某的女儿在评选“江苏省三好学生”时、高某的儿子争
取北京大学实名推荐名额时、上海某建设公司董事长杜某亲
友的子女争取复旦大学实名推荐名额时，王生均为其提供帮
助，收受人民币共计12万元。

除此之外，王生的关系网还延伸到业务承接、房屋租赁、
礼品采购、工作调动等方面，与多人结成金钱利益关系，收受
人民币达20万元。

起诉书显示，王生关系网中明显的涉案人员达21人之多。

/ 14金2银 成绩显著，曾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公开履历显示，1981年，王生被分配到启东中学工作。3年
后，年仅26岁的他破格升任启东中学副校长。国际中学生奥林
匹克竞赛是该校不能不提的“金字招牌”，其官网显示，1995年
以来启东中学在国际中学生学科竞赛中共获得14金2银。这让
国内大多数高中望尘莫及。

据该校官网显示，2011年，启东中学97名学生被北大、清
华等高校提前录取。

作为校长，王生获得的荣誉让同行羡慕不已，他成为江苏
省中学数学特级教师、国家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高级教练。

2003年7月，王生成为启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作为一
个中学校长进入县处级干部序列，在当地极其少见。

同时，他先后两届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社会影响力与日
俱增。2005年10月，他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在启东中学贴吧上，仍有许多学生怀念王生，在贴吧中称
王生为“生哥”，称他在任时对学生十分关心。这些学生肯定了
校长对启东中学的巨大贡献，给他们带来自豪感。而在教职工
眼中，王生脾气坏，经常骂人，而且不分场合、不分对象。

（中国青年报）

/ 母亲离去对孩子影响有多大？

沈强的父亲被叫做沈五，早年他在广东打工，带回了一个外地女人。
她给沈五生下了一对儿女，2000年出生的沈梅（化名）和2003年出生的沈
强。沈五和女人在一起也没有领结婚证，“领证需要钱，那时候穷得开饭都
难，怎么领证？”沈五说。

沈五和女人说好，一人在家照顾两年，另一人外出打工两年，以此轮
流。但是2008年，女人离开家再没回来。事后沈五想通了，女人一去不回，
多半是因为家里太穷了。

母亲的离去对孩子影响有多大，沈五没仔细想过，“可能会伤心吧。”他留
在家里要养活两个孩子，也很不容易，整天除了干活，与孩子的沟通很有限。

沈五知道，儿子不同于一般孩子。他过于孤僻，不喜欢说话，不和同龄
人玩耍，什么事都藏在心里，甚至是受到伤害也不表露。

沈五回想起2012年的一天，沈强从二楼摔下，沈五带着他去镇上看医
生，医生以为是脱臼了，但一夜之后，手臂不但没好，反而肿起。沈五又带
着他去市里看，才发现竟然是骨折。整个过程，沈强没有面露痛苦，更没有
哭过，问他疼吗？沈强淡淡回答，有一点点吧。

/ 不到十岁的沈强伸出双手：你砍吧

5岁的时候，沈强开始第一次离家出走。当晚九点多，在山上的树林
里，沈强被找到。他安静地蹲在一棵树下，一动不动，像块石头。那次之后，
沈强开始将离家出走变成习惯。大约十岁前后，他能够去到几十公里外，
一星期不回。这个时候，沈强开始学会偷东西。

一次有村民告状说沈强偷了一百元钱，沈五十分愤怒，告诉沈强要砍
掉他的手。他原是想吓一吓儿子，却没有料到，当时还不到十岁的沈强伸
出了双手：“你砍吧。”

他不理解孩子，对孩子经常离家出走没了办法，只能两害相权取其
轻，让其辍学。辍学后没几天，沈强被堂哥沈石（化名）带去了广东。

/ 三个孩子一个压一个，倒在淤泥里

沈五看到别人拍的视频，儿子和很多人一起，在歌厅喝酒唱歌，十分高
兴的样子，这些都是他在家时不曾有过的。过年回家，沈五感受到沈强的变
化，他开朗了一点，会主动和人说话，“我已经金盆洗手了”。

回过头看沈强的承诺，他的“金盆洗手”仅限于在广东。7月9日是沈五
的生日，沈强在这一天再次失踪。9天后，村另一头的黄健家，三个孩子失
踪了。孩子遇难的地方就在离家几百米外，是一口荒废的井，常年淤泥堆
积，已经和路面差不多高，三个孩子一个压一个，倒在淤泥里。

7月25日在广东云浮市，沈强找路边行人要十块钱吃饭时，路人因见
过悬赏通知认出了他。办案民警黎光告诉记者，沈强见到警察时很平静，
他没有反抗，就像每次离家出走后被家长带回一样，很顺从地坐上警车。

/ 调查期间，父子同睡一屋却没多少交流

根据沈五的说法以及警方透露的讯息，逐渐还原出沈强涉嫌杀人的过程。
7月18日傍晚，沈强在村里偷东西，路过黄家时，见到3个小孩在屋里

玩耍。沈强想要从他们口中打听出家中收藏钱财的地方。因为孩子的母亲在
屋后劳作，为了不被发现，他以摘果子为借口，哄骗三名小孩到附近偏僻处。
在询问三名孩子的过程中，沈强使用了暴力，三名孩子哭闹起来。沈强心烦意
乱，又担心事情败露，萌生杀人念头。他用石头和刀分别将三人杀害。

黎光警官告诉记者，干了十多年刑警，他从没办过这样的案子，一个
这么小的孩子杀了三个更小的儿童。接触这些天，他印象中的沈强内向不
健谈，但是有问必答，没有什么隐瞒。

当天，沈五在岑溪的一家宾馆里住下，作为监护人，他要在沈强接受
调查时陪在一旁。父子同睡一屋，却没有多少交流。像在家一样，沈强整日
整夜地看电视打发时间。

沈强因未满14周岁不予刑事处罚，他在8月2日被送去了南宁收容教
养，将会有三年时间失去自由。 （新京报）

篡改志愿学生
被提请逮捕

备受关注的山东青岛胶州高
三毕业生常升高考志愿被同学郭
某篡改一事有新进展。记者8日从
青岛市公安局获悉，胶州警方日
前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请
逮捕郭某。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青岛胶
州一中高三考生常升，今年报考
陕西师范大学的免费师范生，志
愿被人偷偷篡改，导致其上不了
大学。篡改常升志愿的，居然是其
室友郭某。事件一经曝光，引发网
友广泛关注。

3日，山东青岛胶州警方官方
微博发布消息称，接应届考生常
某高考志愿被人篡改的报警后，
立即受理展开调查取证工作。经
调查，郭某涉嫌违法犯罪，依法对
其采取强制措施。

记者8日从青岛市公安局宣
传处获悉，胶州警方5日已以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请逮捕，目
前在等待检察机关批复。

《刑法》对“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的规定如下：违反国家规
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
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
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
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违反国家规定，对
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
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
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据《刑事诉讼法》第69条规定，
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
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
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
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
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人民检察院
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
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
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此外，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于8月5日通过官方微博通报对

“常升高考志愿被篡改”一事的处
理情况。通报称，根据胶州市公安
局调查认定的事实，山东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认为，考生常升属被
他人恶意篡改高考志愿并造成落
榜。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和陕
西师范大学双方经沟通协调，决
定恢复常升“陕西师范大学体育
教育专业（免费师范生）”志愿并
增加计划予以录取。 （人民网）

“分解住院”被指骗保
卫生院自辩事出有因

本来只住了一次院，医院却
开了两次出入院手续——通过

“分解住院”，本应由医院承担的
超额费用就变为新农合基金报
销。近日，南宁市一乡镇卫生院被
举报通过上述手段“套取”新农合
基金，当地卫生院承认违规但表
示“事出有因”。

有网友近日发帖称，南宁市邕
宁区蒲庙镇卫生院通过“分解住
院”等方式套取新农合资金。举报
人发给了记者蒲庙镇卫生院2015
年11月和12月的“分解住院”详表。

记者看到，11月的表里共有
30多人70多次的住院记录，涉及
新农合补助金额9万多元，12月
的表里包括200多人400多次的
住院记录，涉及的新农合补助资
金达到44万多元。名单上每名患
者都有两次住院记录，而且绝大
多数人两次住院记录相隔在一
两天之内。

“以12月的统计来看，200多
人分解出的400多人次已占到当
月住院人次数的60%左右，明显存
在严重造假行为”，举报人说，当地
政府部门对于平均每人次住院费
用有明确限额，蒲庙镇卫生院将一
次住院分为两次，目的就是分解高
额收费、“套取”新农合资金。

记者根据举报人提供的名单
进行了随机调查，发现确实存在
一次住院被分为两次记录、结算
的情况。

针对举报，邕宁区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蒲庙镇卫生院负责人
均表示“分解住院”“分段报销”情
况的确存在，但是因慢性病患者
增多等特殊情况引起，并不存在

“恶意套取”新农合资金的“主观
故意”，而且新农合经办机构审核
发现问题后也并未支付相关费
用，未造成新农合基金损失。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分解住
院”“挂床住院”“虚构治疗过程”
等违规现象时有出现。

专家表示，针对种种“套取”
新农合基金的问题，既要提升监
管能力，加大处罚力度，也需调整
和完善新农合基金使用、支付相
关办法，以实现控制新农合基金
开支与保障实际医疗服务需求的
平衡。 据新华社

人物素描
王 生 曾 被 誉 为

“最牛博士校长”。在
他的带领下，江苏启
东中学逐渐成长为全
国知名的教育品牌，
也 成 了 南 通 教 育 的
“金字招牌”

““干了十多年刑警干了十多年刑警，，
从没办过这样的案子从没办过这样的案子””

13岁少年
连杀3名儿童
案发广西 因未满14周岁不予刑事处罚
将被收容教养三年

最高管理者是校长
但校长角色又是脆弱的
启东所在的南通市，是全国有名的教

育强市。王生落马后，当地教育部门曾专门
开会，希望以王生案为例总结并吸取教训。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阎凤桥则认
为，学校里最高管理者是校长，但是，从另
一方面看，学校校长角色又是脆弱的。在
一个多利益相关体系中，他的表现要受
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评价，后者甚至决
定着他的命运。从理性系统、自然系统和
开放系统三个不同的方面出发，可以得
到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评价，这就是
校长脆弱性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
为，启东中学原校长王生一案，在中国的教
育界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该案反映了目
前我国中学教育管理体制方面多是人治，
校长在学校管理中权力过大，没有明晰的
制度建设，没有重视制度建设。

面对校长手揽大权这一现实，有检察
官认为，现在校长们权力范围较广，承办的
部分工作如招生、入编、工程、采购、公车维
修、学校饭堂的肉菜配送等等，建议可以由
主管部门剥离。专家认为，学校的管理机
制要规范，不能在封闭的小圈子里一个
人说了算，要通过校务公开化、分权与制
衡、轮岗机制等，防止校长权欲膨胀。

据中国青年报、新华社

“问题少年”的背后，
常常存在着一个有问题的家庭

近期，全国多地发生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广西13岁少年杀害三姐弟，辽宁17岁女
生遭同学殴打拍裸照，福建小学生直播不
雅视频……如何才能拉住这些“悬崖边”
的未成年人？

“问题少年”的背后，常常存在着一个
有问题的家庭。数据显示，山西省近年来因
监护不到位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达1/
4以上，其中包括未成年人父母离异或单
亲、外出务工、父母双亡、被遗弃等情况。

山西省社科院学习科学与家庭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赵雨林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根
本原因，在于家长失察、疏于管理。“家庭的责
任是教会孩子去面对社会上的挫折与不良
现象，如果在家庭中‘修炼’不好，孩子进入社
会就易受不良风气影响。”

鉴于家庭对未成年人的重要影响和留
守儿童犯罪率高的现状，近来多个省份推
动相关政策出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近日
审议的《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草案）》规定，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
能脱离监护人单独居住、生活。据新华社

案情速读
他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多次收受他人所送
财物价值逾88万元，涉
及人数之多，名目之杂、
次数之频繁、关系持续
之长久，构成了王生连
续15年受贿行为的特点

快速点评
启东中学原校长王

生一案，在中国的教育
界具有一定的警示意
义。该案反映了目前我
国在中学教育管理体制
方面多是人治，校长在
学校管理中权力过大

谁
来监督校长？

谁
来看住孩子？

7月18日，广西岑溪市诚谏镇石桥村村民黄健的3个孩子失踪了。
经过40多个小时的搜索，最终被证实全部遇害。

行凶者被锁定为同村13岁的沈强（化名），他同样失踪多日，最后
在广东云浮被发现。他承认是他杀害了三个孩子。

发生命案的山村，地处大山深处。村民们为了生存，多数在外打
工。留在村里的家庭，多数贫困。他们的孩子缺乏教育，很早外出谋生。

人物素描
13岁的沈强，母亲

因家贫而离开。他的父
亲说，儿子不同于一般
孩子，孤僻，不喜欢说
话，不和同龄人玩耍，什
么事都藏在心里，甚至
是受到伤害也不表露。

案情速读
4岁、8岁的两个女

孩和7岁的男孩，在一
口废弃的水井内遇害。
沈强逃离，以步行或偷
自行车代步的方式，一
路逃到广东云浮市云
安区。

快速点评
干了十多年刑警，

他从没办过这样的案
子，一个这么小的孩子
杀了三个更小的儿童。
他印象中的沈强内向
不健谈，但是有问必
答，没有什么隐瞒。

多年前，教育界就流传“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
看南通，南通教育看启东”的说法，而时任启东中学校长
的王生也曾被誉为“最牛博士校长”。在“明星校长”的带
领下，启东中学逐渐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教育品牌，也成
了南通教育的“金字招牌”。

2015年4月，王生因涉嫌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逮
捕。据媒体报道，去年10月28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此案，被告人王生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没有异议、自愿认罪。

记者发现，该案从去年10月开庭审理到现在，仍未
判决。8月1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向媒体
回应称：启东中学原校长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有专家指出，名校光环背后折射出权力监督的真
空，这更值得反思。

启东中学原校长王生（上图）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图据中青报

13岁的沈强指认现场 图据广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