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中牟县小学教师孙田飞，今年
1月因涉嫌猥亵儿童被警方刑拘，后被
监视居住。8月被解除强制措施后，他自
称清白，要求警方道歉。

涉嫌猥亵儿童
小学男老师被刑拘

孙田飞原是中牟县官渡路小学教
师，去年9月调至新圃街小学任少先大
队辅导员，兼教一二年级几个班级的品
德与生活课。

他称，今年1月22日下午，自己被突
如其来的民警带进了当地派出所。随
后，孙田飞被告知涉嫌猥亵男童小龙
（小龙为化名）。

二年级四班8岁的小龙，原本并不
是孙田飞的学生。孙称，因二四班的李
老师生病请了长期病假，学校安排他在
去年12月下旬临时代课。“代四周语文
课，每周不到10节，之前和他（小龙）在
课堂上没有矛盾冲突。”孙田飞说，当听
说自己涉嫌猥亵儿童时“一头雾水”。

小龙的父亲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

每天都会开车接送儿子上下学，今年1
月的一天，他照常送儿子上学，到了校
门口小龙却不愿进去，追问之下小龙才
讲出被老师猥亵。“我经常在电视上看
到这种事，但怎么都没想到会发生到自
己身上。”他选择了报警。

“接警后，牵涉到未成年的案件，我
们很重视，取证、向县公安局汇报后，将
孙田飞刑拘。”负责该案的当地郑庵镇
派出所所长韩书全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经受害人指认，孙田飞有重大嫌疑，故
对其刑事拘留。

该案的相关文书显示，孙田飞因涉
嫌猥亵儿童于1月23日被拘留，2月7日因
监视居住被释放，8月6日因期限届满被
解除监视居住。此后，孙田飞到相关部门
不停上访，要求警方撤案并登门道歉。

关键证据缺失
只有孩子和同学的“口供”

孙田飞今年33岁，他称不可能猥亵
和自己儿子同岁的小龙。

孙田飞说，他对“猥亵”这个词并不陌
生，每学期开学之初，他都会在心理健康
课上给学生们进行自护讲座，“包括预防
性侵、猥亵，以及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
应对，甚至连法律的量刑都告诉他们。”

而孙田飞被指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对小龙实施猥亵，甚至使小龙“满身都
是精液”。“没发生过，一个8岁的小孩不
可能说出这种东西。”小龙的父亲说。

韩书全证实，小龙的询问笔录都显
示被孙田飞猥亵，“小孩毕竟小，说得也
很模糊，但有猥亵的情节。”韩书全承认，
证据只有小龙及其几位同学的“口供”，

“关键证据缺失。检察院认为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对孙田飞未予批准逮捕。”

小龙的一件衣服，作为物证，被看
作该案的关键证据。“事发当天没有注
意，小孩之后才说，那时衣服已经洗
了。”小龙的父亲说。

“这件洗过的衣服被送至省公安

厅、公安部有关部门进行鉴定，衣服上
的确有异样的东西，但凭现有的技术不
能鉴定那是啥东西，有可能是人的
DNA，也有可能不是人的DNA。”韩书
全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孙田飞认为自己被“诬告”，要求警
方撤案并追究诬告者的责任。

难道是报复？
因作业问题批评过孩子

孙田飞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和小
龙的父亲此前素未谋面，更无冤无仇，
此事让他感到“蹊跷”。

他说，在他代课的那四周，对小龙要求
比较严格，因作业问题批评过小龙。“临考
试，印了很多卷子，小龙的卷子上有很多错
误。1月22日上午临放学，我对全班说，今天
下午谁的错题做不完不让走，并且通知家
长；昨天我刚通知了两个家长。我这一个
月，就批评了两个人。”孙田飞估计此事是
导致被小龙家长“报复”的“诱因”。

小龙的父亲则称，他根本没有报复
孙田飞的动机，更不会因罚写作业去报
复老师，“老师让孩子好好学习是对孩
子好，有一次一个数学老师罚他在教室
写作业，我就坐在外面等。”

孙田飞前述所称“昨天我刚通知了两
个家长”，其中就有小龙的父亲。他说，1月
21日上午，因小龙和女生小灿（化名）的作
业总是没完成，他准备利用课间和家长沟
通一下。“先打了小龙父亲的电话，他当时
特别和气。我说快考试了，多关注一下孩
子的学习情况；他说行，没问题。”孙田飞
说，打完电话就让小龙走了；而小龙此后
却说，孙田飞一直没让小龙离开他的办公
室，直到猥亵事件结束。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孙田飞作为
少先队辅导员，在教学楼一楼有独立的
办公室。事后，他调取了学校的几处监控
录像，综合通话记录，以自己在给小灿家
长打电话时小龙已出现在校园的监控中
等几个录像节点，证明自己的清白。

“学校监控和通话记录我们都查
了，凭现有的证据不能证实也不能排除
孙田飞的嫌疑。”韩书全说，毕竟孙田飞
的办公室里并没有监控。

仍在继续侦查
“如果是我，就把我抓进去”

对于关键证据，孙田飞说，“释放后我
才知道原告声称‘自己的孩子被猥亵’。而
且他把衣物已经送检，我的DNA也已经
送检。10个月过去了却没有结果。”对此，
韩书全称，已再次送检。

孙田飞还说，他了解到警方对小龙的
四次询问笔录“出奇地一致”，怀疑有人教
唆孩子说谎。韩书全否认，“细节肯定不一
样。”对于为何不对当事双方进行测谎，韩
说“家长不想给孩子再造成伤害”。

“孩子年龄还小，再提伤害更大。为
了孩子的成长，我不愿对孙田飞作更多
的追究，我是打了牙往肚子里咽。”小龙
的父亲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朋友圈里对
此事议论纷纷，让他差点崩溃。

但孙田飞要求追究到底，甚至要求公
开征集他的有关“线索”。“这个案件必须
得破，不然给孩子带来一辈子的阴影。凶
手如果是我，就把我抓进去。”他要求警方
撤案并当着学校领导的面向他道歉。

“即使将来撤案，公安机关也不可
能登门道歉，因为刑拘、报捕、变更强制
措施公安机关都是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的。”韩书全回应道。

孙田飞还多次向郑州市公安局进行
网络监督投诉，最近一次的回复显示：

“中牟县公安局按照中牟县人民检察院
补充侦查提纲对案件进行补充侦查，同
时根据您反映的相关案件线索进行核
实，并无证据排除您无作案嫌疑。目前
中牟县局仍在继续侦查此案件。”

小龙仍在孙田飞所在的小学上学。
“我们俩几乎每天都见面。这300多天，
见了面双方都不说话。我心里可难受。”
孙田飞说。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牛亚皓 发自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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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对海南省原常务副省长
谭力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最高检24日消息，海南省人民政
府原常务副省长、党组副书记谭力涉
嫌受贿一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近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
知了被告人谭力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
问了被告人谭力，听取了辩护人的意
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谭力利用其担任中共成都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广安市委书记、中
共绵阳市委书记，中共海南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党工委书
记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
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目前，南航已到乘客张先生家
探望，张先生放弃赔偿补偿，相关调
查仍在继续。昨日上午，张先生更新
微博，表示“理解南航”。

张先生表示，“有很多网友提
出，应该深刻道歉甚至鞠躬道歉，我
认为这并不重要，还不如我来跪求
以后制度健全，别再有道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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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进展最新进展
当事人放弃赔偿 表示“理解南航”

河南一小学教师被指猥亵男童 被拘后因缺乏物证释放

猥亵案无定论 师生300天见面无语

近日，有网友发文称其乘坐南航
CZ6101次航班时突发疾病，飞机降落后
50分钟后才打开舱门，航空公司和地面
救护人员都未及时施救的遭遇。

前日，南航通过官微对旅客表达歉
意，因当天飞机刹车系统出现故障故不
能继续滑行。

目前，南航已到张先生家探望，乘客
放弃赔偿补偿，相关调查仍在继续。

8小时后 终于做了手术得救

22日，辽宁电视台记者张先生通过
微博发布了《生死间，一个记者有话想对
你们说》一文：11 月 9 日其乘坐南航
CZ6101航班飞往北京，飞行途中突发腹
内疝合并急性肠梗阻，并向机组人员求
助；在首都机场降落且滑行完毕，地面救
护车已经到位的情况下，飞机又等待了
长达50分钟才打开舱门；此后机组工作
人员与120急救人员均不愿将其背上救
护车，其忍受剧痛爬上了担架，最终在8
个小时后，辗转了多家医院做了腹内疝
手术切除了0.8米的小肠。

张先生在帖子中描述，事发时其腹
部剧痛难忍，在下飞机时又遭遇了机上
人员和地面人员的相互推诿——“急救

车医生和空姐以及机长吵成一团，互相
埋怨着谁该把我送下飞机，谁该负责”，
前者带担架上机舱后却不肯将其抬下或
背下机舱并送上救护车，机组人员也拒
绝，双方都认为是对方应做的事。

南航和机场方面均公开致歉

23日，南航方面表示，已经指派有关
领导和部门专程登门看望并致歉，并且，
已经启动了内部调查工作程序，经初步
了解，CZ6101航班当天落地滑行至滑行
道时，飞机刹车系统出现故障不能继续
滑行，等待拖车拖行至停机位之后开启
舱门，对此，将进一步查明原因。

而对“谁抬病患下飞机”发生争执一
事，回应中称：“对在与救护人员配合中
发生的协调问题，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
教训，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协调，完善
相应的工作流程。”

前晚，中国民用航空网发布消息称，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急救中心就南航乘客
急救服务事宜致歉，表示已致电慰问张
先生，并将登门看望。对机场救护人员的
行为，首都国际机场医院也称，由于时间
间隔较长，具体的事实经过还在调查当
中。 据新京报 法制晚报

重症乘客被耽搁
滞留机舱50分钟
南航称系刹车系统故障，将进一步查明原因
首都机场医院致歉，表示正在调查

中国传媒大学
校长被免职
该校8名领导违反八项规定被通报

教育部网站24日公布，经教育部
党组研究决定，对中国传媒大学党委
书记陈文申、校长苏志武等8 名党员
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进行通报，按照程序分别给予纪律处
分和组织处理。

通报指出，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
陈文申，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一直
违规超标使用公务车辆，违规占用下属
单位车辆。作为党委书记，对学校党委
管党治党不力、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重不力
负直接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教育部党
组决定对陈文申进行通报批评。涉及党
纪处分商北京市纪委作出决定。

苏志武作为校长未能履行好行政
管理职责，对学校贯彻落实八项规定
精神严重不力、财务管理混乱、“三公
经费”支出严重超预算、有关部门违规
使用公款购买赠送礼品等负有直接责
任和重要领导责任。教育部党组决定，
给予苏志武行政记过处分，免去其校
长职务。涉及党纪处分商北京市纪委
作出决定。 据新华社

根 据 相 关 信
息，这位从沈阳飞
北京的病人被诊断
为“腹内疝合并急
性肠梗阻”。

“腹内疝”属于
疝的一种类型，是
腹腔内的脏器从腹
腔内的孔道或者孔
隙脱离原位，被某
个地方卡住，可引
发脏器嵌顿以及肠
梗阻。严重的肠梗
阻可以造成肠坏死
和继发感染，危重
者可导致毒血症、
感染性休克，甚至
夺人性命。肠梗阻
最常见的四大症状
就是：腹痛、呕吐、
腹胀、肛门停止排
气排便。

教育部：
向幼教“小学化”说不

教育部昨日发布《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期评估学
前教育专题评估报告，在宣告一系列
利好消息后，彻底解决入园难、入园贵
的呼声依然强烈，催动着改革措施的
进一步落实。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芝
指出，今后要更加鼓励和支持普惠性
幼儿园发展，农村要充分考虑农民的
经济承受能力，以公办园为主体，构建
广覆盖、保基本的学前教育服务网络；
城市要在进一步发展公办园的同时，
充分考虑民办园比例较高的现实，有
计划地认定一批普惠性民办园，加大
政府支持力度，降低收费标准。

此外，幼儿教育“小学化”在一些
地方相当严重。虽然政府严禁幼教“小
学化”，但一些地方幼升小的选拔方式
也迫使很多家长不得不选择超前教
育，怎么办？郑富芝表示，幼儿园要坚
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研究建立科学
的幼儿园保教质量监测评估体系，严
格规范小学招生和起始年级教学，严
禁小学以各种名义进行选拔性入学考
试，一年级严格实行“零起点”教学，教
学进度不得提前，解除家长“怕跟不
上”的担心。 据新华社

1

2

3
4

病症病症

孙田飞在调看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