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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记者与冀
中市公安局霸西分局长安
派出所所长夏海伟联系。
其表示，需要带着证件到
宣传口进行咨询，他对记
者个人采访不作出解答。
但当记者表示可以以单位
名义发出采访函，对方直
接挂掉了电话。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
就在新闻发酵后，11月26
日，汪文月表示有警察再
次传唤自己母亲进行“沟
通”，在交流的时候自己母
亲要录音，对方坚决不允
许。

由于学校孟校长、曹
老师、家长任某等人都拒
绝了采访，记者拨通了沧
州市教育局石油分局的电
话。对方表示从9月份接到
举报开始就进行调查，新
闻发酵后今天又派了工作
组去学校调查。“但很多情
况我们也没有特别清楚，
很多细节不是很清楚。”对
方表示，曹老师本人承认
接受了汪女士送的米面
油、海鲜、礼金等情况，但
是并不认为这是“索贿”。

“因为他们是师生关系，有
人情在。”

至于为何一个简单的
调解，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
了11月底，对方表示学校
也做过沟通工作，但是“没
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至于
今后如何调解，“一切还是
等调查组回来再说吧。我
们局高度注意这个事，密
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尽可
能地安抚情绪，加强师德
师风教育”。

裹挟在这个事件中的
人中，孩子是最无辜的。

“孩子已经在家好几天
了，没有去上学。”说起孩子
的情况，汪文月哭了起来。

接下来的打算，汪文
月希望能够通过舆论的
关注，能给自己一个“公
道”，更重要的是给孩子
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孩子
特别喜欢班级的英语老
师和数学老师，成绩也是
名列前茅。自己希望孩子
能继续在班里读书，但是
希望能“换掉班主任曹老
师，他要道歉”。

被裹挟的孩子

是无辜的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春雨

一把车钥匙和几天纠结

汪文月从未想过自己会卷入
这么大的舆论漩涡中。如果不是一
次纠结的“举报”，汪文月还会继续
30多年来风平浪静的幸福生活。

“我纠结了好几天，还是觉得
应该举报他。”汪文月所说的“他”，
是儿子顾明的四年级班主任曹老
师。9月27日上午8时许，上班第一
时间，她拨通了沧州市教育局和该
局石油分局的举报电话。

事情诱因是班里要选举“二道
杠”，也就是学校的中队委。班主任
曹老师说选“二道杠”，可以是体育
好的，也可以选纪律好的，就是不
选“学习好的”。

顾明学习成绩好，回家跟妈妈
说这次觉得是老师在“针对自己”。
实际上，在过去两年中，孩子不止
一次跟汪文月提到过，感觉“曹老
师针对自己”。

汪文月心里清楚，矛盾是曹老
师塞来的车钥匙埋下了伏笔。

2017年儿子顾明到了读书的
年纪，进入华北油田十二处学校读
书，这也曾经是汪文月母校。更让
汪文月高兴的是，孩子的班主任曹
老师也曾经是她小学班主任。

“孩子上一年级学校开运动
会，家长都不让进场。当时曹老师
就招手让我过去，我心里还挺臭美
的，觉得曹老师对我就是不一样，
我们有师生的交情。”汪文月回忆，
当时曹老师也没说话，就把车钥匙
递给自己，“我还傻乎乎地开玩笑，
说您这是让我去兜兜风吗？”

满腹狐疑地开着曹老师的现
代轿车围着大街转，汪文月一方面
觉得班主任不可能平白无故让自
己开车出门；另一方面又觉得像曹
老师这种德高望重的老师，不会暗
示自己“送东西”。

纠结许久，汪文月还是回家把
一些米面粮油装到了车上。到了学
校，汪文月又觉得这些东西拿不出
手，趁运动会还没结束，折回超市
买了一千多块钱的茶叶，又放了
1000块钱在礼品中。

“我就想，一次性地送足了，因
为这是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把
钥匙还给曹老师后，汪文月对曹老
师的话记忆犹新：“咱俩这关系，不
至于的，这东西有点多了。”

“听到这话，我悬着的心就觉得
放下了。但是觉得有点膈应，觉得师
生情被玷污了。”汪文月说，没想到
这仅仅只是开头。“过了几天就是中
秋节，曹老师微信找到我，跟我抱怨
说学校发的福利少。问我单位有没
有海鲜螃蟹，经过了这第一次，我就
明白了他的意思。”汪文月说，自己
去海鲜市场买了几百块钱的螃蟹，

曹老师说送到小区门卫处即可，因
为不熟悉地方，自己送到了隔壁小
区，还被曹老师埋怨。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在曹老师
类似于“海鲜”的“提点”下，汪文月
又先后送了一箱生蚝，两箱苹果
梨。

一盆兜头而下的热水

“后来我拒绝了继续给曹老
师送礼，我们的关系就恶化了，他
就一直针对孩子。这次又把车钥
匙给我，还是暗示我送礼。我没有
买任何东西就把车钥匙还给了
他。事后我跟曹老师关系进一步
恶化。”这次班里选举，汪文月觉
得是针对孩子，就给沧州市教育
局和该教育局石油分局打了举报
电话。

举报当天，教育局就派人前
来学校做了笔录，并在过后回复

“曹老师想还钱，并想跟你见面谈
谈”。

汪文月提出想要曹老师对其
道歉。但10月13日下午4时左右，
汪文月接到关系不错的家长打来
的电话：出事了，抓紧来学校。

汪文月慌慌张张地从单位往
学校赶。原来不知道是哪里是谁，
将汪文月举报曹老师一事泄露出
去，班里组织了不少家长正在学校
操场里声讨她。隔着马路和院墙，
她听到了几个带头的人在校园操
场里骂她“小人”“不要脸”“王八
蛋”，并且还有家长告诉她，带头组
织者之一是任某，她还组织在举报
撤销之前，让全班同学不要来上
课。

对于泄露自己举报者身份这
件事，汪文月很气愤。但是教育
局、学校都否认泄露。但更让汪文
月想不到的还在后面：被集体声
讨后的次日8时，汪文月应之前校
长协调，去了曹老师办公室。虽然
学校两位校长都在现场，但一直
调解到10时没有结果。其间，他们
提出可以给她调解她与任某之间
的关系，但联系任某多次，任某并
未出现。

大约10时许，趁课间操时间，
汪文月去了教室，看到任某的女
儿在教室，她就走过去问她：“你
妈妈不是让大家不来上课吗？你
怎么来了？”说这话时，她还录了
像，说完便回到曹老师办公室。

汪文月告诉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自己刚进曹老师办公
室没多久，任某便出现了，端起一
盆热水趁其不备从她背后兜头浇
下，说“要给曹老师出气”。

“我想要反抗，但两个校长摁
着我，不让我还手，让任某打我打
了十多分钟。我想要报警，孟校长
就抢我的手机，说不是大事，不用
报警。我就想我得先脱离这个办公
室，但等我出了办公室后报警，就

发现派出所民警已经在学校里了。
原来是任某报的警，说我扰乱治
安。”汪文月说。

遗憾的是，不管是曹老师，还
是任姓家长，都拒绝了记者采访。
曹老师明确告诉记者，上级已经
开始调查，自己不接受任何采访。
任姓家长则直接拒接了电话。记
者发送短信过去，对方回复短信：
公安机关已经调查清楚了。

截至记者发稿，对方仍未再
回复。

“战火”烧到孩子间

出了学校，浑身湿淋淋的汪
文月又急又气，又委屈，就给弟弟
柳鸣打了电话。两天后的深夜凌
晨，柳鸣下班后和汪文月一起去
了任某家，并踹了任某家的门。汪
文月说，时间总共不超过三秒。

汪文月与任某的恩怨延续到
了孩子身上。有一天放学时，顾明
给汪文月打电话，说任某的女儿
无缘无故地打了他。因老师不管，
她又给派出所一位工作人员说了
此事，但对方表示这种事并不属
于他们的管辖范围。

汪文月就给弟弟柳鸣打电
话，说要自己去学校找任某女儿
问个明白，柳鸣也跟着去了。进入
学校，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汪文
月跟体育老师说要打扰几分钟，
体育老师同意了。她就过去揪住
任某女儿的衣领，问她为何要打
顾明，任某女儿说她没打，并极力
反抗。汪文月就对儿子顾明说：人
家咋打你的，你就咋打回去。但儿
子说不打，她有些生气，转身就走
了。

学校报了警。当天汪文月和
弟弟柳鸣就被带到了冀中市公安
局霸西分局长安派出所。10月30
日，汪文月被告知被行政拘留20
天，当天晚上被送往冀中公安局
拘留所。柳鸣同样被行政拘留20
天，但因其腰椎被一辆三轮车撞
伤，暂缓收押。

汪文月向记者提供的两份《冀
中公安局霸西分局行政处罚决定
书》显示，处罚的原因有：在学校造
成教学秩序无法正常开展、对任某
进行辱骂和人身威胁等。但汪文月
认为，上述行政处罚书有失公平。
在她被泼水当天，任某也曾走进教
室，她要全班同学跟着她拍着巴掌
一起喊：“顾明妈，真讨厌；顾明真
讨厌。”同时，在班级微信群里的辱
骂也是相互的。最重要的是，10月
26日晚，任某单独和带其家人两次
去汪文月的母亲家，对其60多岁的
母亲进行威胁谩骂，并且也踹了她
家的门。她母亲多次前去派出所报
案，并带了很多邻居作证，但未得
到警方立案。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汪文月、
顾明为化名）

因为不满儿子班主任再三地
向自己暗示“索贿”，河北沧州的
家长汪文月向教育局实名举报。
但事态发展远远超过了控制：自
己作为举报人被泄露身份，班里
一些家长联合起来声讨自己。矛
盾激化后警方介入，汪文月被行
政拘留20天。事件经过媒体报道
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迅速成为舆
论热点。

事态还在发酵，从9月27日的举
报到现在11月底的舆论沸腾，在这
场每个人说法不同的“罗生门”中，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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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文月和曹老师对话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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