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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 5

孙述宣儿童矫正学校：老师连扇学生耳光？
新报热线（记者 张巧

珍） “我家孩子今年10
岁，因注意力不集中，2018
年9月3日，经过熟人介绍，
我交了1万元学费将儿子
送到呼和浩特市的孙述宣
儿童行为矫正训练学校矫
正一下行为。谁知9月21
日，孩子竟被机构老师高
斌军打了多个耳光，腹部
和头部还遭对方接二连
三踢打。事后孩子精神状
况很差，时常半夜哭醒，
偶尔还尿床，被内蒙古精
神卫生中心诊断为创伤
后应激障碍……”4月 1
日，乌兰察布市的王先生
来到本报反映，半年来，
他带着孩子辗转各大医
院看病，前段时间想找矫
训学校退还学费，对方却
拒不退还，这让他难以接
受。

王先生向记者提供了
当时拍下的照片，照片中
的小超左脸和耳朵有明显
红肿。内蒙古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诊断证明显示：患
者多部位损伤，头面部软
组织挫伤，全身多处软组
织挫伤，听力正常范围，左
耳鼓膜充血内陷。内蒙古
精神卫生中心诊断书：创
伤后应激障碍，实际住院
63天。

4月1日上午，记者陪
同王先生来到孙述宣儿童
行为矫正训练学校，恰好
遇到王先生声称的打人老
师高斌军出门。记者说明
来意后，高斌军头也没回
就走了，只扔下一句：“有
事找我律师谈。”

矫正训练学校大门
已锁，旁边挂着牌匾：中
科院心研所学员实验基
地、每一家教研室、内蒙
古自治区心理健康中心。
门口张贴的简介：每一家
教研室、孙述宣儿童行为
矫正训练学校是由资深
行为教育矫训专家孙述
宣联合其所就读的中科
院心理研究所的同学共

同创建，主要针对儿童厌
学、成瘾、多动、自闭、社
交障碍、学习障碍、焦虑、
抑郁等研发实战性课程7
个门类。

记者根据简介上的
电话联系到了孙述宣老
师，她称最近身体不太
好，正在家休息。不过，孙
述宣否认了高斌军殴打
孩子一事。她随后通过微
信给记者发了一份事件
经过的情况说明：9月21
日上午，小超提出要去超
市买大桶冰红茶喝，被矫
训老师高斌军拒绝，导致
情绪不高。10时许，小超
在老师辅导过程中恶意
欺负另一位被辅导的儿
童刘某（该儿童有癫痫疾
病），言语辱骂其弱智，并
骑在刘某身上殴打，致使
刘某当时病发，出现流口
水、意识模糊、浑身无力
的状态。高斌军为了防止
刘某癫痫病发作引发生
命危险，极力将小超拉

开，第一次拉开后小超情
绪狂躁，扑上来咬住高斌
军的胳膊。高斌军本能防
御过度，造成小超摔倒脸
部擦伤、淤青。

“当时小超的家长索
要20万现金或者要求打一
张50万元欠条，再或者把
高斌军拉出去打一顿，我
觉得这都不合法，便建议
他们报案。高斌军随后被
警方带走，拘留了15日。事
后，孩子的家人还是胡搅
蛮缠，甚至一度住在我们
办公室，妨害我们的正常
教学秩序。我建议还是走
法律程序，他可以拿着相
关诊断凭证和鉴定结果到
法院起诉。”对于“索要20
万现金或者要求打一张50
万元欠条，再或者把高斌
军拉出去打一顿”的非分
要求，王先生表示当时是
在气头上，话赶话确实说
过。

对于小超被诊断为创
伤后应激障碍，孙述宣提

出了质疑，小超有多动症
及品行障碍，曾不止一次
描述其父母对其家暴和恐
吓。所以，她并不认可内蒙
古精神卫生中心的鉴定结
果，除非家长拿着北大六
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或
者北京安定医院的鉴定结
果，到时候法院判决怎么
赔就怎么赔。

对于家长要求退还学
费一事，孙述宣回应：“课
程是按小时收费，每小时
800元，他们的费用大概还
剩1000多元。”对此，王先
生称并不知情，双方也没
有约定。而缴费收据上，也
并未具体写明收费细则。

记者提出采访患有癫
痫病的刘某，孙述宣称，家
长不愿意配合。记者随后
又提出看一下当时的监控
视频，孙述宣表示，事发地
点是宿舍，所以并未安装
监控。

小超真的恶意欺负过
刘某吗？“我没动过他一根

汗毛，只是在他面前扭了
扭屁股，老师便生气了，随
后就连扇我耳光。”小超告
诉记者，这并不是老师第
一次打他，以前老师经常
用拳头在他头上拧，他不
敢告诉父母。

在小超母亲郭女士保
留的一份微信聊天记录
中，高斌军承认了动手打
孩子的事情：“今天我动手
打孩子是我不对，我郑重
给你道歉了。”

记者看到一份呼和浩
特市公安局回民区分局出
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现查明，2018年9月21日23
时，回民区都市华庭丽景
阁D座1201号高斌军将王
某某殴打，将嫌疑人带回
所内调查，嫌疑人对自己
殴打王某某的事实供认不
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
三条规定，给予高斌军行
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
元。

新报热线（首席记者

高志华）“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丁香路小学北面有一
个中石化加油站，这个加
油站离学校教学楼不足30
米，实在太危险了。我们每
天都是提着心把孩子送到
学校，希望有关部门尽早
移走加油站，消除安全隐
患！”连日来，丁香路小学
一些学生家长向本报反映
（2018年1月12日，本报曾

关注过此事，当时新城区

政府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已经

为这个加油站选好新址，

新址拆迁完成后，加油站

就会搬迁）。

4月1日，记者来到丁
香路小学，发现小学与中
石化的这个加油站仅一墙
之隔，加油机离教学楼最
近的距离不超过40米。采
访中，记者从丁香路小学
了解到，目前，丁香路小学
有师生1400多人。家长曾
多次向学校反映这个加油
站离学校太近的问题。学
校经过实际调查和测量，
这个加油站有5个储油罐
和6台加油机，储油罐离教
学楼最近距离不足20米，
加油机离教学楼最近距离
不足30米。家长反映加油
站离学校太近的问题已经
多年，校方经过咨询得知，
根据《汽车加油加气站设
计与施工规范》规定，加油

站的埋地油罐和加油机与
重要公共建筑物的安全间
距不论级别均应该为50
米。

新城区项目服务中心
主任任真平告诉记者，对
于丁香路小学旁边的加油
站如何处理，教育局有一
份方案，让记者找教育局
了解情况。4月2日，新城区
教育局副局长白海平告诉
记者，对于丁香路小学离
加油站过近的问题，新城
区政府开过多次会议，已
经明确要挪走这个加油
站。但因为中石化这个加
油站地理位置好，他们不
愿意挪。其实，挪走加油站
主导方还是新城区项目服
务中心。

新报热线（记者 杨

佳） 2018年9月19日，呼
和浩特市的马女士在内
蒙古辅新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兴泰校区（以下简
称：辅新教育），以一学
年68000元的价格，给上
初三的孩子报了该校的
全托培训项目，并且签
订了合同。按照标准，该
价格为10人班的培训服
务。当年12月，在未通知
家长的情况下，孩子突
然被转入辅新教育十八
中校区学习。马女士颇
为不满：“为了孩子的教
育，我特意在兴泰校区
附近租了房子。这下房
子也白租了，学校单方
面突然更改教学地点，
导致孩子上学不方便，
还给我带来了房租的损
失。但是考虑到钱已经
交了，只好让孩子在新
校区继续学习。”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后，由于和其他孩子的家
长逐渐熟络，马女士又意
外地发现，所谓“10人班”
里，还有按照20人班收费
的孩子，而20人班的收费
还不到4万元。马女士再
一次愤怒了，“按照该培
训机构的承诺，10人班
的教学质量和师资配

备，是优于20人班的。也
正因为如此，我才花高
价格给孩子报了 10人
班。可是接受同样的教
学培训，辅新教育为什
么要收取我的高额学
费？”一气之下，马女士
的孩子于今年2月23日
退出了辅新教育。马女
士要求辅新教育退费并
给她一个合理的说法。

双方经过协商后，辅
新教育同意退还马女士
36152元的费用。而马女
士认为，辅新教育未按照
服务内容履行对孩子的
教育，而且经过5个月左
右的培训，孩子的成绩没
有提高，辅新教育应当全
部退款，或者按照她的计
算方法，退还42000多元。
但是，辅新教育拒绝了马
女士的要求。

4月2日上午，辅新教
育兴泰校区王校长向记
者表示，擅自变更孩子的
教学地点确实不对，校方
为此向马女士表示歉意。
目前校方的退款数额，已
经很有诚意了,不会再做
任何让步。

记者问王校长，校方
此举是否属于合同欺诈
或者违约？教育部于2018
年8月发布规定，要求校

外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
收取超过3个月的费用，
校方此举是否违规？王校
长以他只是辅新教育兴
泰校区的校长，并非新闻
发言人为由，拒绝回答。
王校长同时还表示，记者
的采访行为不符合规定，
应当先向校方或者有关
部门提出申请，随后终止
了记者的采访。

4月3日上午，呼和浩
特市消费者协会投诉监
督部主任樊树林就此表
示，辅新教育此举明显违
约。虽然法律上没有明确
规定这方面的违约责任，
但是马女士有权就此遭
受的经济损失，向对方提
出合理赔偿。因为孩子确
实在该机构接受了一段
时间的教育，校方也因此
付出了成本，因此全额退
费不合理。

记者查询了解到，
2018年8月22日，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规范
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
见》明确规定，校外培训
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时
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
用。据此，2018年9月19
日，辅新教育向马女士收
取全年培训费的行为明
显违规！

收取全年培训费，辅新教育违规了！

学生家长：尽快挪走这个加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