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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起事件中，周口职
业技术学院等单位管理上
存在漏洞，部分人员对工
作不负责任、未履职尽责，

甚 至 严 重 失
职，对周口职
业技术学院时
任高招领导小
组副组长兼招
生监察办公室

主任、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招生就业处时任负责人、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学工处
时任临时负责人、周口市
公安局沙南分局有关人
员、沈丘县二高有关人员
等9人作出相应处理。

“事情似乎尘埃落定，

但留给社会的却有很多反
思。不敢想象这起事件的
背后还是否有更多的故事
和真相，但我们需要反思
的是，法律武器作为强大
有效的维权手段，却为什
么常常不被首先想起和利
用？在这个吸引了无数人
眼球的事件中，有多少法
学、心理学、新闻学和社会
学等深层次学术课题值得
探究？”周口当地一所高校
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李先生
认为，希望法律的触角能
延伸到教育、文化等社会
事业的每一处关键领域，
让公平正义之光普照民
生。

19日，河南“王娜娜被
冒名上大学”事件联合调
查组对外公布调查结论：
事件属实，9名责任人被处
分。处分原因是“对工作
不负责任、未履职尽责，甚
至严重失职”。不过，调查
结论还是引发议论：事件
背后的主要操纵者到底是
谁？怎样才能依法惩戒和
震慑弄虚作假、投机取巧，
甚至是违法犯罪者？

处分需要依据，依据
来自真相。纵观调查组的
调查报告，对每个人的处
分依据太多语焉不详、一
笔带过。而公众最关心
的，顶替者如何冲破重重
关卡完成冒名顶替并顺利
毕业，在调查报告中仍然
找不到答案。

为何找不到答案？因
为调查组没能搞清楚顶替
细节。据记者了解，由于

13年前具体操办此事的顶
替者的舅舅已经离世，所
以调查组未能还原冒名顶
替的关键细节。

目前的调查，虽给事
件一个总体定性，却不足
以穿透“细节迷雾”，找出
关键操纵者。所以，责任
人 人 分 担 ，漏 洞 似 是 而
非。如此，所谓的反思也
就流于形式，所谓的问责
便如隔靴搔痒。

将心比心，一个对未
来无限憧憬的年轻人，因
被人冒名顶替，永远错失
了走进大学的机会，其痛
何如！仅凭这点，酿成这
一悲剧的关键操纵者就没
有理由“逍遥法外”。对这
一事件来说，这样的处分
不能是终点，必须继续深
入调查还原真相，给社会
的正义与良知一个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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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3月19日傍
晚，周口官方正式对外发布“王
娜娜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一事
处理结果。尽管当天为周六，
但这纸公众期盼已久的调查结
果，还是很快引发众多网友关
注。

通报提到，周口职业技术
学院、沈丘县二高等多家单位
的9名责任人受到处理。此
外，真名叫张莹莹的“假王娜
娜”已被工作单位的主管部门
——商水县教体局解聘。同
时，其学籍、学历信息也被注
销，毕业证书宣告作废。

至此，这起沸沸扬扬的“顶
替上大学”事件终于有了结果，
但有人认为它留给社会的却有
很多反思。“在这起事件中，有
多少法学、心理学、新闻学和社
会学等深层次学术课题值得探
究？”就职于周口当地一所高校
的李先生认为，希望法律的触
角能延伸到教育、文化等社会
事业的每一处关键领域。

今年2月底以来，周
口市两名叫“王娜娜”的
女孩走进公众视野。这
其中，有一名是假王娜
娜，她在2003年秋季，顶
替冒用沈丘县农村姑娘
王娜娜高考信息，成了周
口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大
学生。2006年，假王娜
娜毕业，并使用王娜娜的
信息考取了教师岗位。

本来相安无事，但真
相在去年 5 月被揭穿。
真正的王娜娜申请银行
卡时，被告知学历不符，
因为她始终认为没考上
大学，就是高中学历，但
信息平台上却显示她大
专毕业。至此，她才得
知，自己被人顶替了。

真王娜娜找到周口
职业技术学院、找到假王
娜娜的家人等有关方面
讨要说法，但一直没有结
果。今年2月份，她向媒
体反映此事。

此事被报道后，“真
假王娜娜”成了网友热议
的话题。尤其假王娜娜
家人那句“你折腾到联合
国我们也不怕”，更是引
发网友愤慨，公众几乎一
边倒地谴责假王娜娜的
行为，声援真王娜娜的维
权行动。

网友们在关注事件
进展的同时，也呼吁有关
部门彻查此事，让真相水
落石出，还王娜娜一个公
道。

然而，随着事件持续
发酵，一些“新的内容”也
不断被披露出来：“真王
娜娜曾找假王娜娜家人
索取30万元赔偿”、“假

王娜娜因压力过大腹中
胎儿流产”……几乎每
一个看点公布出来，都
会引发众多网友围观和
热议。

对于假王娜娜“苦
情”的一面，网友们似乎
并不买账。一家媒体更
是以“他们毁了别人的前
途，还说自己很可怜？”为
题，对此发表了评论文
章。

同时，有网友在观察
中认为，事情之所以“越
闹越大”，还是当初双方
商谈不成的结果。“事情
已经发生了，其实当初双
方如果能坐下来心平气
和地谈一谈，或许不会走

到两败俱伤的地步。假
王娜娜一开始那么嚣张，
仗着自己比真王娜娜背
景好就想用强，一看事情
闹大了失去他们能力控
制范围了，才开始低头，
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啊。”新浪网友“特斯拉
T”感叹道。

不过，也有网友表
示，这起事件必须要讲究
一个“是非分明”，不应该
由双方用互相磋商、经济
补偿的方式悄然落幕。

而在网友热议“30
万元赔偿”的同时，另一
个被披露的情况也引发
了大家关注，那就是：假
王娜娜在事发后因为压
力太大，怀上的二胎流产

了，而且假王娜娜在当初
入学时也曾有低调、恐惧
的表现，并在毕业后专门
去淮阳县城关三中支教，
每月只领到三五百元的
补贴。

“真的会有30万元
赔偿之说？”“30万元的
标准从何而来呢？”对于
网友的热议，接受媒体采
访的王娜娜表示，最早的
时候，假王娜娜的家人曾
提出赔偿8万元私了，而
且双方就此面谈过，但最
终没有谈拢。

至于30万元的赔偿
标准，王娜娜此前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这是学校

出面协调的过程中，要求
她写的诉求。30万这个
数字，是她根据读高中时
每年的学杂费，按10年
计算得来的。

“假王娜娜的父亲说
要赔我3万块钱，我说给
我30万也不能解决，并
不是跟对方要求30万的
赔偿。”3月19日晚上，王
娜娜接受北京一家媒体
采访时说。

真王娜娜索要30万元赔偿

假王娜娜因压力大流产

教育、公安等部门9人被追责

大河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王娜娜事件”发
生后，周口市委、市政府对
此非常重视，成立了由纪
委、监察局、公安局、检察
院、教育局等多部门组成
的联合调查组，对这起事
件进行全面调查。

经过20多天的调查，
3月19日，调查组正式对
外宣布结果：王娜娜被顶
替上大学一事情况属实，
其身份信息被一个叫张莹
莹的人冒用，张莹莹取得
的《教师资格证》、《职业资
格证书》、《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毕业证书》等，使用的
均是王娜娜的名字和身份

信息。
周口官方发布的消息

说，王娜娜反映由于被顶
替上大学，其生活受到影
响特别是不能申请银行贷
款一事不属实。王娜娜要
求张莹莹赔礼道歉、注销
学籍、赔偿30万元的情况
属实。

经查，张莹莹系周口
市川汇区人，其父母为下
岗职工。目前，她冒用王
娜娜之名获取的学籍、学
历信息已被注销，毕业证
书被宣告作废。同样，她
变身“王娜娜”所获的教师
职位，也被商水县教体局
解聘。

结果
假王娜娜
学历被注销，职位被解除

涉事9人受到处理

周口官方通报“王娜娜被顶替上大学”调查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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