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位阿姨" 你既然是他的

干妈"你看是不是帮他把欠下的

医药费结了"再欠下去"我们不

得不停止给他下药了#$ 医生又

提起了药费的事#

!他还欠着多少钱%$

!约十万吧# 他家里真的非

常穷" 至今只付了几千块钱#医

院了解到他的家境后"三个月前

还联系记者" 写了一篇报道"呼

吁社会援助"后来有好心人捐了

一万多块钱"但这点钱对于治疗

他的伤"只是杯水车薪#$

听着医生的话"李如春想到

昨天给了石忆一张有三十万元

的卡"这张卡会在这个!萧河林$

身上吗%她转回病房"拉开床头

柜最上面的一个抽屉"一张银行

卡出现在她眼前"还有写着她名

字和银行卡密码的小纸片#

可以确定"这个萧河林就是

石忆#她更加迷惑了"萧河林一

直躺在病床上"石忆却照顾了她

和她丈夫三个月"而这两个人又

是同一个人"难道会分身%

这时候"一个瘦弱的女子走

进病房" 站在萧河林病床旁"把

背包放到床上"然后疑惑地看李

如春#

!你是石&&萧河林的妻子

吗%$李如春问#

!是的#$女子答#

李如春又就刚才医生说的

情况询问女子"得到的是和医生

说的一样的回答#

!阿姨"你是%$女子问#

李如春不知该怎么回答#说

她是萧河林的干妈吗%说萧河林

照顾了她和她丈夫三个月吗%别

把这个瘦弱的女子吓倒#

!我跟萧河林认识" 来看看

他#$想了想"她这样回答#

又问女子 ' !你叫什么名

字%$

!小敏#$

自小敏把她的包放到床上

后"李如春怀里的花花就一直盯

着那只包" 两只耳朵竖起来#盯

了好一会儿"它像是下了很大决

心"猛地飞扑到那只包上"撕咬#

!花花($ 李如春吃惊不小"

忙去抱花花"但花花死咬住包不

放# 花花今天的行为太怪了"而

且引出奇异的事来"她意识到花

花所做的一切背后都有蹊跷"也

许这只包里也有秘密#她也不征

得小敏的同意了"自己就将包打

开#

一只一面是深红色一面是

黑色的手机出现在眼前"她感到

熟悉"很快想起来了"是她女儿

的手机(她心跳骤然加快#

!这只手机是你的吗%$她表

情严肃地问#

!不是"是我老公的#$小敏

目光朝向床上#

!他是从哪里得来的手机%$

!不知道"我也是洗衣服时"

从他口袋里掏出来的#$

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李如春

摁开机键"可是手机开不了机#

!手机已经坏了#$ 小敏忙

说#

!这部手机像我女儿被抢的

那一部"我要检查一下#$

李如春拆开手机"取出里面

的卡"装到自己的手机上"开机"

再拨打自己的另一部手机"显示

的正是女儿的手机号(

!天哪( $她感到天旋地转"

站立不稳"她摸索着在床沿坐下

来# 四个月了"她终于找到了与

女儿失踪直接有关系的线索"可

这线索却又让她无所适从(难道

这个昏迷了四个月和照顾了她)

还有她丈夫三个月的人"就是绑

架她女儿的歹徒吗%

!嘀***$她的手机响了#是

李大队长打来的'!李大姐"刚才

我们监测到你女儿的手机拨打

了你的电话"是不是这样% $

!李大队长"你快过来"我在

市二医院脑外科"事情紧急( $

听了李如春的介绍"李长江

觉得事情太不可思议了"但他无

暇去琢磨"眼下最要紧的是要萧

河林苏醒过来"让他说话# 只要

他开了口"什么都清楚了#

他找到医生" 提出这个要

求# 医生为难地说' !病人颅

脑受伤" 进来时就已经昏迷不

醒 " 而且由于家属拿不出钱 "

一直未能做手术" 拖了这么长

时间" 我们也不知道还能不能

让他醒过来#$

!那就马上做手术#$

!可是" 他欠下十万元的医

药费还没交#$

李如春马上接过话头说 '

!我来帮他交#$

!行" 我们马上组织手术#$

医生说" 拿起电话安排相关事

宜#

!请你们使出最好的医术"

把他抢救过来#$ 李如春说#

一个小时后" 萧河林被推

进了手术室#

第二天天亮时分" 手术室

的门被推开" 身穿白大褂的医

生一个个鱼贯而出# 李长江忙

站起来 " !医生 " 手术怎么

样%$

!手术做完了" 还顺利" 能

不能醒过来 " 就看他的造化

了#$

!如果能醒的话" 最快什么

时候可以醒%$

!这很难说了" 毕竟他不是

一般的昏迷# 至少要四十八小

时后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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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医作假敛财，村民吃亏不饶

动了不该动的钱
!

张 颖 新 生

今年
!"

岁的樊雨沦"大专文化程度"

##

年前子承父业"从

行医
!$

多年的父亲手中接过村医的担子"成为河南省孟州市

槐树乡某村卫生所的一名医生"继续为乡亲们就诊看病#

由于樊雨沦有文化"医术好"年富力强"加上父亲的声望"

乡亲们对他信任有加"周围几个村的人都舍近求远找他看病#

%$$&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在孟州市农村

广泛推广"樊医生的卫生所因门诊量大"各项条件都达标"被

卫生局确定为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 全市所有参保的农民都

可以到其卫生所就诊#不掏现钱取药"医生只要记录下患者的

新农合账号"就可从其账号上划钱"之后乡卫生院通过网络审

核"这钱就可以到医生的账户上#

樊雨沦在上网时发现"登录孟州市新农合系统"可以看到

所有参保农户的新农合账号及余额" 这让他眼前一亮" 觉得

!商机$来临#因为前些年"农民新农合账户上的钱到年底没用

完的就随机充公"只要伪造就诊记录和农户签名"就能从这些

农户的新农合账户上划钱#

%$#%

年
##

月" 他伪造近
%$$

个就诊记录和农户签字"每

次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积少成多"刚到
#%

月份"就有
!$$$

多

元划到他账上#于是他在
#%

月再次伪造了
'$$

多份就诊记录

和农户签字" 立刻又到账
"$$$

多元# 两次作假共计 !收益$

('&'

元"涉及三个乡镇办事处)

#&

个村)

&!$

个农户#

%$#!

年
#

月"樊雨沦发现"参加新农合的农民"

%$#%

年没

有用完的钱又转到
%$#!

年了"他怕出事"就主动给大家退钱#

有的农户不接受"就到该市卫生局反映问题#新农合管理中心

立即对樊雨沦进行调查"樊雨沦承认了一切"并将剩余的
)$$$

余元现金和作假名单交给调查组" 由新农合管理中心出面将

钱退还给参保农户#

随即" 孟州市公安局也介入调查"

%$#!

年
#%

月
!$

日"孟

州市检察院以诈骗罪将樊雨沦提起公诉# 由于樊悔罪态度较

好"主动退赃"

%$#'

年
!

月
%&

日"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

元#

推销保健品，专骗老人家

独居老人要留心
!

杨周琦

%$#%

年"曾在学校参加过短期护理培训的商燕"随男友

来到湖北省荆门市"做起了保健品推销工作#

%$#!

年
(

月" 商燕经同事介绍认识了退休老人万阿姨#

几次接触下来"商燕发现万阿姨喜欢保健"其老伴也因中风偏

瘫"常年使用保健品#商燕便开始向万阿姨推销保健产品"并

称长期服用"可使其老伴康复#之后"商燕每天都到万阿姨家

中拜访"购买各种生活用品及零食"陪老人聊天)给老人按摩"

就这样慢慢取得了万阿姨的信任#

在向万阿姨推销了数千元的保健品后" 商燕觉得仍有利

可图"于是便对万阿姨谎称"二人可以合伙做保健品生意"形

式为老人出资"商燕推销"获取利润后二人分成#后商燕以!合

伙做生意$为由"多次从万阿姨手中骗得现金数万元用于购买

保健品#商燕还对万阿姨编造了自己怀孕需要保胎)男友接工

程缺钱) 购买产品可得到公司年终奖励数万元现金及小汽车

等理由"多次向万阿姨索取现金共计
*

万元#

有一次"万阿姨的女儿有事向万阿姨拿钱"万阿姨却表示

没钱"女儿感到纳闷"一番询问"才发现母亲可能被骗了"随即

报警#

经查" 商燕还打着合伙投资做保健品生意的幌子对另外

两人行骗"共计骗得近
!

万元#商燕将骗来的钱"大部分都用

来买衣服)住宾馆挥霍掉了#

商燕对办案人员供述"自己其实知道保健品非药品"不能

治病"但为了将保健品推销出去"自己都会对消费者宣称该保

健品能够起到!使中风偏瘫患者站起来$等神奇功效#

%$#'

年
'

月
'

日"荆门市东宝区检察院以诈骗罪批准逮捕

了商燕#检察官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特别是老年群体"生病还

得去医院" 切勿轻信推销人员

对保健品的过分宣传" 不能通

过随意服用保健品来 !治病$#

对于独居的老人" 子女应给予

更多关心及关注" 帮助家中老

人树立防范意识提高警惕" 保

障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水利站长的“小嗜好”
!

赵业猛 陈 珍

%$#'

年
!

月
%!

日 " 江苏省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水利管理服

务站原站长殷兴贵受贿一案 "

被吴中区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

诉 " 一个 !草根逆袭 $ 的佳话

人物因为自己的 !小嗜好 $ 而

晚节不保#

#*)"

年夏天" 中学毕业后的

殷兴贵与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 "

过上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

看到父母的辛苦) 家庭的窘迫"

殷兴贵萌发了要改变穷苦命运 )

让父母过上好日子的念头# 这年

冬天" 殷兴贵参军" 并因表现突

出而成为班长#

#*($

年底" 殷兴贵四年的义

务兵服役已期满 # 继续留在部

队" 转任士官是当时多数战友的

选择" 但他认为部队实现不了自

己的 !宏图大愿$" 乘改革春风"

利用部队所学造福家乡才是他的

梦想# 他递交转业报告" 回到农

村#

回到家乡后" 凭借开阔的思

路" 勤奋肯干的作风" 殷兴贵逐

渐赢得了村民的信任#

#*()

年" 刚过而立之年的殷

兴贵当选为渡村乡前塘村党支部

书记" 成为村里的带头人#

%$$#

年" 因工作突出" 他迎来了人生

的又一个 !春天$" 调任渡村水

利管理服务站站长" 成为一名国

家干部#

任职之初" 殷兴贵做事细致

认真" 工作勤勤恳恳# 但随着苏

州太湖专项整治项目的启动" 殷

兴贵手中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包权

成为 !炙手可热$ 的香饽饽" 众

多工程老板都想从中分得一杯

羹" 渡村个体工程老板谢三就是

其中之一#

谢三为了能够和殷兴贵搭上

线" 四处打听其兴趣爱好# !功

夫不负有心人$" 还真让他打听

到了殷兴贵的 !小嗜好$ ***打

牌# 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 谢三

通过关系人介绍最终和殷兴贵同

坐在了一张牌桌上#

刚开始" 谢三听闻这位水利

站长作风廉明" 不敢明目张胆行

贿" 就想到通过打牌输钱的方式

向殷兴贵示好#

谢三不仅对有殷兴贵参加的

牌局逢叫必到" 并且经常主动围

绕殷兴贵组织牌局 # 由于谢三

!服务周到 $" 不久其就由 !牌

友 $ 成功升格为殷兴贵的 !好

友$# 后来" 殷兴贵手头紧的时

候" 谢三时常主动将钱 !借$ 给

殷兴贵做 !赌资$#

面对谢三的资助" 殷兴贵也

曾犹豫过 " 自己打牌就是个爱

好" 小赌怡情而已" 可别因小失

大啊# 但由于其大部分工资都交

给了老婆 " 自己手头上的钱不

多 " 在牌友面前实在抬不起头

来" 他就想要不先拿了谢三的钱

用着" 等以后赢了钱再还他就是

了#

于是" 一次又一次" 谢三给

的赌资由 !借 $ 变为 !孝敬 $"

殷兴贵接钱的心理也由 !犹豫 $

变为 !心安理得$#

所谓 !拿人手短 $" 殷兴贵

收了钱之后" 谢三表露了真实目

的***承接水利站的工程项目 #

殷兴贵此时早已变成 !温水中

的青蛙$" 沉迷于金钱诱惑不能

自拔 " 在明知谢三没有工程承

接资质的情况下 " 却屡次放任

其借用不同公司的资质先后承

接了渡村水利站 ) 临湖水利站

的多个工程项目 " 殷兴贵也先

后收受谢三 !孝敬 $ 的贿赂款

数十万元#

随着主管水利工程量的增

大 " 殷兴贵的 !牌友 $ 越来越

多" 殷兴贵收到 !牌友们$ 的礼

金也越来越丰厚#

从
%$$'

年至
%$#!

年的十余

年中 " 他利用担任吴中区临湖

!原渡村" 水利管理服务站站长

的职务之便" 将本应经过招投标

程序的水利工程项目或不经过招

投标擅自发包" 或发包给没有承

接资质而挂靠其他公司的 !牌

友$" 并在工程验收) 工程款支

付方面为牌友们大开方便之门"

由此敛财
!$

余万元#

殷兴贵也因自己的一点小嗜

好慢慢走上了受贿犯罪的不归

路" 沉迷于赌博的他对苏州市吴

中区检察院侦查人员的初查工作

毫无察觉#

当办案检察官在看守所里与

殷兴贵谈其失足原因时 " 殷兴

贵有一番自己的感慨#

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的他 "

也曾被父母寄予厚望 " 被村民

们奉为楷模 " 其人生经历可谓

一帆风顺 # 他走上水利站站长

的领导岗位后 " 本该凭借其生

于太湖畔 ) 长 于 太 湖 畔 的 优

势 " 利用对太湖水域的熟悉 "

在太湖水环境整治工程中施展

自己的才华 " 更多回报养育他

的 !母亲湖$" 但一个不良 !小

嗜好 $ 却成了击溃其防腐之堤

的缺口 " 最终断送了他的美好

前程#

连载"五十五#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见习编辑 李红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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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 城
在新兴大都市吉都$有两户人家$一户是经商的千

万富豪$ 一户是贫穷的祖孙隔代家庭$ 他们本互不相

识%一天$富家女儿吴静心在街头与贫家孩子萧河林偶

遇相识$两个内心孤独的人情趣相投$她和萧河林隐秘

来往$不久$吴静心神秘失踪了&&从此$吴静心的母

亲踏上了执着而又辛酸的寻找女儿之路% 吴静心最终

回家了吗'

她曾被人遗弃，长大后，遗弃了她生的第一个女婴，还与老公合谋，将第三个女婴卖到外地———

竟然兜售亲生女
!

本报记者 刘德华

通讯员 曾 丽

网上结缘遇 (知己)

#**%

年
*

月下旬的一天" 四

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年约
&$

岁的

马慧志像往常一样买菜回家" 路

过平城街建材市场附近时听到一

阵婴儿的啼哭声#

她循着哭声" 来到建材市场

角落一家未开门的店铺外" 看见

一个破旧的背篼" 里面装着一个

婴儿 # 哭声便是这个婴儿发出

的# 马慧志将婴儿抱起时" 从婴

儿身上掉下一张红色的纸条" 上

面写着孩子的 !生辰$'

#**%

年

*

月
"

日# 马慧志怀中的婴儿刚

刚被抱起就停止了哭泣# 带着泪

光的小眼睛还直直地盯着眼前这

位和善的老人 # 马慧志心中一

紧" 眼泪就下来了' 这么小的孩

子" 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父母 "

太可怜了#

马慧志四处寻找无果的情况

下" 把孩子抱回儿子家中" 把自

己想要抚养小孩的想法告知儿子

儿媳# 儿子儿媳听后对母亲的做

法非常支持 " 给孩子取名叫谭

鑫' 喻千金之意# 后在派出所同

志的帮助下" 为孩子办理了收养

落户手续# 一家人对谭鑫视如己

出" 关爱有加#

在全家人宠爱中长大的女孩

谭鑫 " 渐渐养成了骄娇二气 #

%$$(

年" 初中毕业的她一心想到

外面的世界去闯荡" 毕业后再也

无心上学# 家人多次劝阻也没能

让她打消这个念头#

谭鑫郁郁寡欢" 每天不出家

门就待在屋里上网# 在网上" 她

认识了一个安徽六安籍青年#

%$$*

年
"

月初" 当那人表示

要到南充来看望她时" 她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

"

月
#!

日" 那个小

伙子赶到了南充" 当晚二人便住

到了一起#

这个青年就是安徽省六安市

金寨县的张思安#

%$$*

年
&

月
%$

日晚上快
#%

点了" 住在出租房里的谭鑫突然

大呼" 说她马上要生孩子了# 睡

梦中被惊醒的张思安还没有回过

神来" 就看到一个婴儿的头已经

出现在谭鑫的两腿之间# 两人的

大叫引来了张思安的父母以及隔

壁住的一个老太太" 在大家的帮

助下" 一个女婴出生了#

懵懂少女做母亲

原来 " 当年只有
#)

岁的谭

鑫早就怀孕了" 孩子是另外一个

男人的" 与张思安相识后根本不

敢告诉他 " 加上本来长得有点

胖" 一直瞒住了大家# 当孩子生

下来以后" 张思安铁青着脸" 一

句话不说" 很是不高兴# 初为人

母的谭鑫心里忐忑不安" 害怕张

思安不要自己" 将自己赶走#

到了第二天中午" 几经思考

的谭鑫叫来张思安和他的父母 "

对大家说' !我以前年少无知被

人骗" 怀了孩子# 但这个娃儿不

是张思安的" 加上我们现在条件

也差 " 养不活 " 干脆不要了 #$

其他三人听后表示同意#

父母离开以后" 谭鑫就想起

关于自己身世的事情" 就叫张思

安去找一个卖菜用的大菜篮和一

张红纸# 谭鑫将孩子穿戴整齐 "

又用自己的一件格子衣服把孩子

裹好" 照当年自己被遗弃的方式

遗弃了孩子# 此时" 距离孩子出

生还不到
%'

小时#

此后" 二人继续与张思安的

父母一起在西岗镇打工#

%$#$

年

(

月 "

#(

岁的谭鑫又怀上了孩

子 # 为了更好地照顾谭鑫和孩

子" 接近临产期时" 一家四口一

起回到了张思安的老家" 安徽金

寨县梅山镇#

%$##

年
&

月
#'

日 " 谭鑫在

梅山镇计生办生下了一个女婴 "

取名叫小雅# 当年
*

月" 由于张

思安的老家征地拆迁" 二人带着

小孩回到了南充谭鑫家#

到南充后" 只有初中文凭的

张思安和谭鑫根本找不到既轻松

收入又高的工作# 这期间" 无所

事事的张思安迷上了赌博# 在他

的策划下" 谭鑫以种种借口回娘

家找婆婆) 奶奶和养父母等亲友

!借钱$" 前后骗取了
!$

多万元#

除了生活开支外" 大部分交给了

张思安" 并被他在赌桌上输了个

精光#

%$#%

年
!

月" 谭鑫又怀上了

第三个孩子 # 当年
#%

月底 " 为

了躲避超生罚款和张思安赌博欠

下的高利贷" 二人将女儿小雅托

付给父母照看后" 回到了张思安

老家安徽金寨县" 在县上找了家

宾馆住下#

%$#!

年
#

月
#%

日 " 谭鑫在

当地县妇幼保健院生下了第三个

女婴 " 取名小倩 # 因为手头拮

据" 第二天谭鑫就出院了" 住到

了附近另一家宾馆#

当天晚上 " 谭鑫说奶水不

够" 让张思安去给孩子买奶粉 #

张思安买了奶粉回来" 与谭鑫商

量说 ' !现在家里经济这么紧

张" 连小雅都养不好" 哪还养得

起这个娃娃" 干脆把她送出去#$

谭鑫抱着女儿抽泣了半天" 终于

答应了#

还想再卖二女儿

当天" 张思安使用宾馆的电

脑搜索贩卖婴儿的信息#

%$#!

年
#

月
%$

日凌晨
%

时

许" 夫妻二人外出" 以
%""$$

元

的价格将刚出生几天的女儿卖掉

了# 当天" 张思安与谭鑫就连夜

返回了金寨县#

回到金寨的第二天" 二人就

将宾馆房钱结清" 拿上用女儿换

来的钱在安徽省其他地方旅游 #

!

个月不到" 两人身上的钱就花

了个精光# 身无分文的两人只好

向亲戚求助" 筹足两张回南充的

火车票钱#

回到南充" 两人依然天天懒

在家里 " 靠着亲戚的接济过生

活#

%$#!

年
)

月" 张思安和谭鑫

又打起了已
%

岁半的二女儿小雅

的主意 # 张思安再次加入一个

++

群 " 谎称自己刚买了房子 "

想以三至五万元的价格出卖自己

已经两岁半的女儿# 他先后联系

上了山东 ) 河北等地的
'

个买

主#

令他未想到的是 "

)

月初 "

这个
++

群已经被公安部全面掌

握" 并且抽调全国各地优秀民警

成立了专项打击网络贩卖婴儿的

办案组# 上游买家被法办后" 张

思安贩卖二女儿的愿望终究未能

达成#

与此同时" 南充市顺庆区公

安分局接到上级指令" 对通报中

涉及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张思安和

谭鑫的情况进行了外围调查#

办案民警多方取证" 深入调

查 " 终于将二人的犯罪事实查

清 " 于
%$#!

年
#%

月
*

日晚
#$

时许" 将刚从网吧出来的二人抓

获# 在充分的证据面前" 他们放

弃了狡辩 " 对所犯罪行供认不

讳 "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追悔莫

及#

%$#'

年
#

月
#&

日 " 南充市

顺庆区检察院以拐卖儿童罪批准

逮捕犯罪嫌疑人张思安和谭鑫 #

经过退回补充侦查 "

'

月
(

日 "

公安机关将张思安和谭鑫二人移

送顺庆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除张思安和谭鑫外均为化名#

上游买家被法办后# 张思安和谭鑫贩卖二女儿的愿望终

究未能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