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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师性侵女生逃亡17年
伪造身份证考上大学再教书

“在社区要求采血的时候，我预感要出事，但
当时还有一丝侥幸，毕竟都过去这么多年了！”面
对前来抓捕自己的警察，西藏昌都地区某中学教
师冯某一声叹息。案件要追溯到17年前，生于
1975年的冯某，中师毕业后回到家乡南江，在一所
中学教音乐。2001年5月，在教师宿舍内，冯某明
知被害人小雪（化名）不满14岁的情况下将其强
奸。同年7月的一天，冯某为小雪请假将其带出学
校，在出租屋内再次施实强奸。小雪当晚未回学
校，引起了宿管老师的警惕，很快案发。在公安机
关尚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前，冯某畏罪外逃。

离开南江后，冯某到了拉萨，伪造了一套户
籍和身份信息，通过学习考入西藏大学。毕业
后，冯某应聘到昌都地区的一所重点中学任教，
案发前，他已被提拔为学校中层干部。

2018年2月，南江县公安局向南江县检察院
反映：侦查人员通过人像比对系统，发现西藏昌
都地区的一个人，与2001年的一起强奸案嫌疑人
冯某可能系同一人。介入侦查的检察官提出，考
虑到嫌疑人冯某的父亲还在世，在不引起被比对
人察觉的情况下，提取其生物样本与嫌疑人冯某
某父亲进行比对。在昌都地区公安机关支持下，
当地社区以网格管理需要为由，抽取了被比对人
的血液。比对结果很快出炉，这位在昌都地区某
中学已任教十多年的男子，正是已外逃17年的冯
某。此案经南江县人民法院审理，冯某被判处六
年半有期徒刑。 （据封面新闻）

老外殴打的哥致轻伤
被成都警方刑事拘留

因纠纷殴打的哥的老外有了处理结果，7月
16日，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该
外籍男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通报
称，2019年 7月8日凌晨，百草路附近发生一起
外籍男子因纠纷殴打出租车驾驶员案件。案发
后，公安分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调查。7月15
日，被害人杨某的损伤程度经司法鉴定为轻伤，
郫都公安分局依法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犯罪嫌
疑人MARKO（男，30岁，塞尔维亚人）刑事拘留，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封面新闻）

■ 封面新闻记者于婷

转眼4年过去了，社工小欣（化
名）终于等到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结
果，曾在工作中对其进行性骚扰的成
都社工明星刘某，将为自己的行为付
出代价。近日，成都市武候区人民法
院作出判决，认定“一天公益”负责人
刘某性骚扰社工小欣事实成立，要求
其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15日内，
当面向小欣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
道歉。

遭遇
工作中领导突然“动手动脚”

小欣的噩梦开始于2014年，那时
她刚刚加入了四川当地知名的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一天公益”。这里的工作
简单而充实，时间也转瞬即逝。一年
后的夏天，她被安排到温江区某社区，
从事一项名为暖阳服务的工作，也正
是在这里，她看到了负责人刘某的“另
一面”。

“当时只有我跟他两个人。”相对
封闭的空间，没有外人在场，这些似乎
都成为了刘某的“动机”。他突然就伸
出手，将小欣紧紧抱住，小欣出于本能
的挣扎了一下，身子一歪，倒在了他的
大腿上。就在小欣正要立即起身时，
刘某却变本加厉从腰后面抱住了她。
最终，小欣用尽全力才得以挣脱，快速
跑向卧室，并把门反锁，才阻止了刘某
的进一步举动。

“因为大家平时工作中也会礼节
性地相互短暂拥抱，表示安慰。”事情
发生后，小欣从心底里不愿意把这样
一个涉足公益、关心妇女的人“往那个
方面想”。除此之外，让她选择信任的
另一个原因，则是刘某身上的多重“光
环”。他不仅是心理援助专家、志愿
者、社工，还曾参与多项具有影响力的
志愿活动。

但回想起刘某的举动，小欣觉得
这绝不同于一般同事间的那种鼓励，

“这是性骚扰”。

维权
发现自己并非唯一“受害者”
事后小欣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并且及

时联系了“一天公益”的秘书长，但一直没
有得到合理解决。而在此期间，她的生活
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原本热衷于
社工工作的小欣，无心继续工作，她选择
重新回到校园读研究生。如今，已经毕业
的她，从事的也是与社工完全无关的工
作。

不仅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她还发现
似乎受害者并非只有她一人。当她将自
己的经历告诉给同事兼好友的另一名社
工时，女孩的沉默和眼神的闪躲让小欣察
觉到了异样。在她的追问下，女孩讲述了
自己被刘某从性骚扰开始，进而实施进一
步侵害的经历。

2018年，网络上接连曝光出多位知名
公益人涉嫌性骚扰或性侵犯女性的事件，
小欣和这名社工女孩受到影响，决定曝光
刘某的行为。小欣在网上发出了公开信，
并于2018年8月，将刘某和成都一天公益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告上法院。请求法院
认定刘某对其实施了性骚扰，支付精神损
害赔偿金5万元，并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
在公开媒体赔礼道歉等。

随后，金牛法院因该公益中心的办事
机构所在地为成都市武侯区，将该案件移
交武侯法院处理。

宣判
认定为“性骚扰”判当面道歉

7月8日，在经历了4年后，小欣收到
了来自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
决结果：被告刘某存在性骚扰行为，要求
其在判决结果生效十五日内，向原告当
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但小欣
提出的，希望刘某为此支付精神损害赔
偿金5万元的请求没有得到支持。

针对这一结果，记者联系到了小欣
的代理律师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田咚。她表示，“最重要的是刘某性
骚扰的行为得到了法院的认定。”除此之
外，还有一些诉求只得到了部分支持。
比如，在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法院判决
为当面道歉。尽管如此，对于小欣而言，
4年坚持能够换来这样的结果，已实属不
易。“每次庭审，小欣都坚持亲自出庭。”
对于判决结果，她们基本满意，暂时没有
上诉的打算。但记者多次拨打刘某本人
及其代理律师的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
听状态。该判决尚在上诉期间，并未发
生法律上的效力。作为被告方的他们，
是否会提出上诉，仍然未知。

相关法律专家表示，此前类似性骚
扰案件往往因没有独立案由，通常以身
体权纠纷、名誉权纠纷和一般人格权纠
纷等案由进行起诉、审判。刘某案的判
决，对之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参加公益活动时，被公益项目负责人性骚扰

成都社工女孩用4年时间等一句“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