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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伶利来说，除了经济上的损
失，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精神上的打击。
二审宣判以后，刘伶利的父亲告诉了她判
决结果，但她首先关心的并不是经济上的
补偿。

刘宏：她挺高兴的，她说可能单位领
导应该到我们家慰问一下吧，毕竟这么长
时间了。一年多了，将近两年了。

博文学院陈玲院长向记者介绍，学校
的人事部门在得知刘伶利得了癌症以后，

曾经一度想和她协商解决。
陈玲：就想着和她协商解决，学校给

予一定补偿。
记者：这个协商解决大概是什么时候

的事？
陈玲：一直在做，从一审开庭，人事的人

就一直在跟她协商，但是对方不同意协商。
二审开庭又在协商，对方还是不同意协商。

记者：开除决定下达以后，一直到二审
判决下达之前，学校里有没有跟你接触？

刘淑琴：没有，任何人都没有跟我们
接触过。

在博文学院提供的一份人事处长江
雪芸所写的情况说明中，介绍探望情况
时也表明，学校的人事部门只是在刘伶
利请假期间提出过两次探望要求，被当
时正在生病的刘伶利拒绝了，此后再没
有提出探望。

2016年8月14日清晨8点，刘伶利因癌
症和并发心脏病辞世，年仅32岁。8月18
日，博文学院发短信给刘伶利的父亲商议
解决方案。8月20日，刘伶利“头七”这天，
博文学院一名副院长第一次和刘伶利的
家属碰面协商。但这一切，刘伶利已经再
也看不见了。

刘伶利1984年出生，2012年，她来到兰
州交大博文学院工作，成了一名大学教师。

2014年7月，她被诊断为（双侧卵巢）
增生性（交界性）浆液性肿瘤，高级别。那
个暑假，父母带着刘伶利到北京求医。

2015年1月14日，刘伶利的母亲
刘淑琴来到博文学院人事处为女儿
请假，“学校原以为孩子得的是子宫
肌瘤，病历上写得清清楚楚，学校才
知道孩子得了癌症。”

中央环保督察：
百余人被刑拘
超2000人被问责

至8月19日，第一批中央环
保督察为期一个月的现场督察
阶段全部结束。7月中旬，督察
组分别进驻内蒙古、黑龙江、江
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
夏8省区。

一个月来，中央环保督察
组在各地掀起一场治污问责风
暴。目前，已有百余人因破坏生
态和污染环境被刑事拘留，8省
区罚款总额或可过亿元；8省区
党政部门已有超2000人被问
责，多数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前所未有
8省份罚款或可过亿
与省级领导个别谈话

7月19日，8个中央环保督
察组进驻完毕。在各地进驻虽
只有短短一个月，无论是企业
被责令整改和处罚，或是相关
人员被行政拘留甚至刑事拘
留，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有。

在督察边查边处理的过程
中，已有百余人因破坏生态和
污染环境被刑事拘留，各地罚
款金额大多超千万元，8省份总
量或可过亿元。通过查事、察
人、罚款、问责等方式，不断传
导环保压力，让新环保法实施
以来社会所期望的“有牙执法”
成为现实。

这样的查处力度，源自于
“央字头”环保督察的制度设
计。从此次入驻的人员配备名
单可以看到，督察组组长均为
正部级，副组长则由3位环保部
副部长担任。这么高的层级配
置，正是为了破除地方经济发
展与治污难之间的利益纽带。

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除
了与省级领导个别谈话、梳理当
地环保工作线索和漏洞、深入县
市核实取证外，还开通值班电
话、邮箱等举报途径。截至目前，
8个省区中央环保督察组共向当
地政府交办群众举报环境问题
超过万件，其中仅河南一省就达
到2380件，举报问题大部分已经
办结或在办理中。

督察转变
重大问题要向中央报告
结果成考核评价任免依据

“推动落实环境保护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这是中央环
保督察的重要特点。随着由“督
企业、督政府”向“党政企同督”
的转变，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对环保“不作为”和

“乱作为”现象，在本轮督察中
受到了问责。

据不完全统计，短短一个
月时间，被督察的8个省区已有
2000余人被问责，多数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向中央
环保督察组反馈情况不实被追
责便是其中一个典型。7月29
日，在银川市发布的通报中，针
对有群众举报“永宁首峰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长年排放烟尘”
问题，永宁县上报督察组并公
示的查处结果为“经查，该企业
因市场原因已于2015年8月停
产至今”。

而经查证，2015年至2016
年7月该企业一直处于正常生
产状态，这与报告中向督察组
反馈情况、在主流媒体公开的
情况严重不符。为此，银川市纪
委责成永宁县委、县政府向自
治区和银川市作出深刻书面检
查，并对永宁县县长给予诫勉
处理，相关责任人被责令公开
道歉或免职处理。

“中央环保督察层级高，督
察的对象主要是各省级党委和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并且要下
沉到部分地市级党委和政府。”
环保部副部长翟青表示。不仅
是督察过程本身与以往不同，
更重要的是督察结束后，重大
问题要向中央报告，督察结果
将作为对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任
免的重要依据。

根据安排，从2016年起，中
央环保督察组将用两年左右时
间对全国各省区市全部督察一
遍。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在8省
区掀起的这场治污问责风暴，
将对其他未被督察的地区形成
强力震慑。 据新华社

治癌期间被开除 女教师遗憾离世
这所高校到底是怎么想的？

近日，“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英语教师刘伶利因患癌症被学校开除，
法院判决开除决定无效，学校未履行”一事引起热议。

1984年出生，硕士，民办高校英语老师，这些标签的主人叫刘伶利，这
个名字这几天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刘伶利本人却再也听不到了。

8月14日，由于癌症和并发的心脏病，刘伶利离开了人世，年仅32岁。
而让社会愤慨的是，在治疗癌症期间，她所供职的兰州交通大学博文

学院以旷工为由将她开除。这件事情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

记者调查
校方知道
是癌吗

？？

面对学校突如其来的开除通知，
刘伶利和家人都感到无法忍受，他们
选择了诉诸法律。

2015年10月20日，榆中县人民法
院一审判决：“被告兰州交通大学博
文学院于2015年1月19日作出《关于
开除刘伶利等同志的决定》无效，双
方恢复劳动关系。”

博文学院不服一审判决，向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兰州中院
二审判决维持了原判。

“她是个要强的孩子，去年9月至12
月在兰州治疗期间，看见家里经济条件
不好，非要在家附近摆摊卖衣服。”

据刘淑琴介绍，8月14日，刘伶利
去世当天，她曾电话通知兰州交通大
学博文学院，告知此事。该学院派了
代表前往医院，并在走之前给刘淑琴
一个信封，“当时我也没看，后来打开
一看里面有2000块钱。”

综合央视、东方早报、中国青年报

当时，考虑到女儿不能上班，刘
淑琴请求这位领导，希望单位能继续
给孩子买医疗保险。

据媒体报道，对方没有应允。刘
淑琴当场哭了。据刘淑琴向记者描
述，人事处处长当时告诉她，“不要给
我哭，我见这样的事情挺多的，学校
有规章制度，我也没有办法”。

让刘淑琴万万没想到的是，仅仅
5天之后，刘伶利的工作就没了。

开除一个正在癌症治疗期间的员工，
这样的决定不但让人寒心，更让社会愤慨。
经过多方联系，涉事的兰州交通大学博文
学院相关人员首次对媒体进行了回应。

前日，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在其官
方网站上发出了《关于刘伶利老师一事的
情况说明》。该《说明》称，8月20日，兰州交通
大学已派工作组前往博文学院调查网传刘
伶利事件，结果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院长陈玲说：
“2015年1月15日左右，因为学校年终要对
教职工进行考核，系上就提出，刘伶利老
师从请假到现在半年多没有到学校上班，

严重影响教学。编制就这么多，老师的课
时没办法完成。2015年1月15日左右，就形
成了院长办公会议决定，决定解聘刘伶利
老师。她请假时出具的是省人民医院的盆
腔炎的证明，我们一直认为她患一般病，
没来学校上班，以为她在外面找了工作。”

陈玲称，之所以一直认为是盆腔炎，
是因为刘伶利在北京看病期间曾托人在
甘肃省人民医院开具一份证明。记者看
到，这份证明上确实有手写的盆腔炎。

对于这份证明，刘伶利的母亲刘淑琴
表示，当时是刘伶利找人请的假，对于请
假的病由，她并不知情。

记者调查得知，当刘伶利托人把那份
诊断为盆腔炎的请假单递到学校后，兰州
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批准刘伶利59天病假。
记者在博文学院提供的一份教师考勤表
上看到，刘伶利第一次请假期满开始，她
的考勤记录就是代表旷工的圆圈。

按照兰博院发［2015］14号文件内容
显示，从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1月19日
文件印发之日，刘伶利一直旷工。

根据《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教职工
请假规定》第五条第三点的规定和当初与
刘伶利签订的聘用合同上约定，教师旷工
15天以上的，可以除名并解除劳动合同。

首次回应：证明上写着盆腔炎 以为她在外找了工作

那么，刘伶利的行为属于旷工么？学
校是否真的不知道刘伶利的真实病情呢？
刘伶利第一次请假到期之后，是否进行了
续假的手续呢？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人事处处长
江雪芸：一般情况下到假的时候，或者快
到假，我们的考勤员会提前联系对方，假
到了，要通知你来续假。我们相关人员通
知了刘老师，通知以后得到回复说正在看
病，没办法续假。

记者：在电话上做续假手续可不可以？
江雪芸：我们的规定里有一套严格程

序，不是说你本人给人事处请假就可以。
刘伶利的母亲也确认，学校在2014年

10月中旬曾打过电话询问续假的事情。
刘淑琴：我女儿说我们都在北京，家

里没人。他说知道了，那续假的问题就算

了，你就不用管了。
刘淑琴介绍，虽说电话里说不用管续

假的问题了，刘伶利还是在就诊的中国医
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开具了补假条。

记者看到，这份假条注明了诊断结果
为双卵巢浆乳癌，开具时间显示为2014年
9月2日，但旁边注明了一行小字，内容为

“近三月一直在我院治疗，补假条”，落款
时间为2014年10月17日，并有医院和医生
的盖章。刘淑琴说，2015年1月14日，她曾
携带这张病假条找到博文学院的人事处
处长江雪芸补过假。

对于刘淑琴的说法，江雪芸予以了
否认。

江雪芸：我觉得她可能是记错了，我
在这期间没有见到过相关人员。

记者：你确定1月14日的时候，刘伶利

的母亲没有来学校找过你？
江雪芸：我确实没见过。
记者：包括在报道中说的，这些事情

见得多了，你也别哭这句话？
江雪芸：我肯定没有说过。
但刘淑琴介绍说，2015年1月14日去

学校办理补假手续时是同事王美霞陪着
她去的。王美霞向记者确认了这一说法。

王美霞（刘淑琴同事）：先去见外语系
主任，他说我也做不了主，我领你们去找
人事上的江处长，一个女的，几楼我忘了。
当时就说有病要请假，再请一段时间的
假，她说那不行，我们这一个萝卜一个坑。

记者：她说你们从来没有去过。
王美霞（刘淑琴同事）：哎呦，这人咋

这样。就是去了啊，咋能没去，那么远的，
我们又倒车去的。

面对学校的开除决定，刘伶利以及家
人向相关机构提起了仲裁和起诉。经过榆
中县人民法院和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
级法院审理，均认定博文学院开除刘伶利
的决定无效。虽然赢了官司，刘伶利最关
心的问题却没有解决。

从2015年3月开始，刘伶利的社保就
再没有缴纳过，这也就意味着她无法享受
职工医保的报销。

刘宏（刘伶利的父亲）：职工医保报销

的比例是80%、85%，有的甚至到90%。突
然停了医保，就没有办法了。兰州市的规
定是每年的7月到11月买居民医保，超过
11月就买不成了，第二年生效。

记者：也就是以刘伶利来说，从4月到
第二年的1月之前是没有任何保险的？

刘宏：已经没有医保了。
刘伶利所用的药价格都很高，一些药

动辄上万元，这些药费只能自己全部负
担。即使加入居民医保，较低的报销额度

也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刘伶利的代理律师介绍，刘伶利之所

以要打官司，也是为了她的父母。
甘肃经天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蔡翔

说：“她一直问我，如果我去世了，你们
还能不能帮我挽回一些经济损失，帮帮
我们家里人？我告诉她，依法博文学院
造成的损失他们应该是赔偿的。她当时
还挺高兴的。到最后，她考虑得更多的
是她的父母。”

在采访中，博文学院方面一直在强调
自己是讲人情的，开除决定也是因为不知
道刘伶利得癌症做出的。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院长陈玲：我
们学校对教师是非常关爱的。

江雪芸：我们也是人性化管理。

但就是“讲人情、人性化管理”的博文
学院，在一审已经得知刘伶利得了癌症，
法院已经判处开除决定无效的情况下，依
然选择了上诉，使得刘伶利的社保由于判
决无法生效而无法缴纳。

记者：为什么明明得知人家已经得了癌症，

没有纠正自己这种法院已经判决非法的行为？
江雪芸：当时还是想得简单了。
记者：您觉得只是想得简单了？
江雪芸：处理得确实有点儿不妥。因

为我们当时想得没有这么严重，再一个确
实处理得有点儿不太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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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处长：没见到她母亲 刘母同事：哎呦，这人咋这样

“能不能帮我挽回一些经济损失，帮帮我们家里人？”

“想给予一定补偿 但是对方不同意协商”

工作两年患癌
到北京求医

请假未获理解
“不要给我哭”

突遭学校开除
二审判无效

续假手续
办了吗

？？

她为何
要打官司

？？

学院是
什么态度

？？
一直都
没去探望

？？

刘伶利生前摆摊所用的包、箱子和小车

今年2月，刘伶利在朋友圈发的自拍照
图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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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是非常关爱的 当时想得没有这么严重”

刘父整理女儿摆摊的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