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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近几年来! 随着反腐败力度的

不断加大! 一些隐藏在行业内部的

所谓潜规则不断被曝光! 尤其是一

些直接服务于民生行业潜规则的曝

光!问题触目惊心"潜规则之所以能

够骑在明规则头上大行其道! 归根

结底还是狭隘的部门利益所致"

医疗系统的潜规则!发端于#以

药养医$的怪胎!药商们为了争夺市

场!赚取更大利润!也把博弈的力道

用在了药品消费终端%&&医疗单

位!二者一拍即合'于是!药商和医

疗单位达成了(明扣$的默契!用药

量愈大!返还愈多'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种药品!要

想真正进入医院并被一线临床医生

们用到患者身上! 从生产厂家到医

院有一个很长的销售链条! 即药品

生产商&&&销售商)药商*%%%负责

定价和市场准入的管理部门%%%负

责药品招投标的管理部门%%%医疗

单位头头和采购部门%%%临床一线

医生'其中哪个环节卡住了都不行'

于是! 那些据守在各个关口的人也

都进入潜规则游戏! 他们的利益同

样不能轻慢' 潜规则成了所有参与

者的(钱$规则'

拿临床医生来说! 同样是消炎

药!选择哪一种是医生的处方权力!

药商利润最终是在临床医生手上兑

现的' 为使临床医生多用自己的药

品!药商就要给他们回扣'那些拎着

钱袋子出没于医院各科室行踪诡秘

的(医药代表$!干的就是这一勾当'

由医疗系统的潜规则引发的群

腐群贪现象已不是什么秘密! 一个

大医院的科室主任每年药品耗材的

(回扣$动辄上百万元!这些钱最终

都由生病的百姓埋单'

在查办医疗系统贪贿案件过程

中! 医疗系统的头头们包括管理部

门的领导! 却别有一番说辞! 他们

说!医院收钱都用在了单位身上!不

能认为是单位犯罪! 这些钱都是药

商的!不是老百姓的!不拿白不拿'

那些据守在药品销售链条各关口+

收受了巨额钱财的(药耗子$们更是

大呼冤枉!他们说!医疗系统收受钱

财是普通 现

象!这是行业

管理规则 坏

了!不是我个

人贪赃枉法 !

我也是受 害

者'他们也许

忘了!正是他

们一双双 黑

手的介入 !才

导致整个 医

疗系统行风大坏' 而为此埋单的是

成千上万的无辜患者'

由行业垄断优势和行政权力排

他优势形成的利益漏斗! 滋润着一

批热衷于(潜规则$的腐败分子!他

们的美好人生应当结束了' 面对行

业潜规则的疯狂博弈! 法律的底线

不能退守, 面对百姓求医问药的困

局!法律的公平正义应当彰显,面对

麻木不仁的潜规则参与者! 法律必

须果断亮剑-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检察院

检察长 张建龙#

案后说法

欢迎广大通讯员加入和互动$

“如果死能改变这个错，我都愿意”———

医院院长为何痛彻心扉
!

欧阳飞 樊 离

!"#$

年夏天!一个晚霞满天的

傍晚时分! 在江苏淮安一个普通的

居民楼里! 江苏省淮安市楚州中医

院原院长孟亚祥一家三口正幸福地

围坐在一起"这天!是孟亚祥正在某

著名大学上学的女儿
!%

岁的生日"

许完心愿后!女儿拿起刀!刚准备切

蛋糕 !突然 !一只苍蝇 #嗡嗡 $地飞

来! 一头扎到蛋糕上! 被牢牢地粘

住!拼命地挣扎%

女儿见了!指着苍蝇!很幽默地

对爸爸说&#老爸!你看!这只贪心的

苍蝇!也想吃蛋糕呢!结果被粘住了

吧'你们当干部的!一定不能贪心!

要小心哦'$女儿的话!引起一家三

口哈哈大笑%

没有想到!女儿的话竟一语成谶%

!"$&

年
'

月
!!

日!楚州中医院

突然传出爆炸性新闻& 孟亚祥被司

法机关带走调查了'谁能想到!女儿

!%

岁生日上说的一句玩笑!两年后

竟变成现实! 孟亚祥真的成了那只

被粘在蛋糕上无法逃脱的#苍蝇$%

临危受命
烂摊子医院快速崛起

$()*

年出生的孟亚祥!

$(*(

年

*

月从一所中专类卫生学校毕业

后!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先后获得医

学本科及研究生学历% 由于业务过

硬!工作勤奋!做事有魄力!孟亚祥

颇受上级领导的赏识%

$(()

年
&

月!

不到三十岁的孟亚祥! 便成为一家

乡镇医院的院长!并不负众望!很快

使这家全区落后的医院成为全区的

先进医院%

!""*

年
&

月!孟亚祥临危受命!

被调任一家烂摊子医院()*淮安市

楚州中医院担任院长+ 楚州中医院

是一家拥有
'""

多名职工的大型综

合性医院" 但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

僻!加之医院设备老旧!病床紧张!

人心涣散等多种原因! 医院经济效

益很差"孟亚祥到任时!职工
*

个多

月的绩效工资无法兑现! 很多药商

拒绝为中医院供药! 部分职工甚至

到政府上访! 要求解决中医院的生

存困难"

面对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医

院!孟亚祥没有退缩!反而激起了他

的斗志"上任第四天!孟亚祥召开了

全院职工大会! 和职工交流三个多

小时!听取职工心声!描绘了医院的

愿景! 确定了发展是医院生存的第

一要务!赢得了职工的热烈反响!会

上掌声不断!职工信心大增"

经过充分调研论证! 孟亚祥认

为!要想提高医院信誉!赢得老百姓

的认可! 首先必须更新医院的医疗

设备!改善医院的医疗条件"于是!

在孟亚祥的带领下! 楚州中医院通

过职工集资,社会融资等各种手段!

先后为医院购买了
$"""

多万元最

先进的医疗设备! 斥资近一个亿的

资金! 新建了一栋十几层的病房大

楼"经过几年努力!医院的医疗条件

大大改善!职工积极性大幅度提高!

楚州中医院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经济效益逐年提升! 出现了多年未

见的繁荣景象"

就在医院各项工作风生水起的

时候!孟亚祥却被司法机关带走"

随波逐流
被“潜规则”拉进深渊

多年的不景气! 使楚州中医院

欠下
$'""

多万元债务"孟亚祥上任

伊始! 就迎接了一拨又一拨要债的

人! 其中就有南京某医药公司淮安

地区的大客户部经理季军"

在孟亚祥调任前! 楚州中医院

已经欠下季军公司
$""

多万元债

务"孟亚祥上任后!季军多次找孟亚

祥要拖欠的货款! 但孟亚祥一直以

没有钱为由不予还款"

为了增加利润! 季军和公司领

导商量后!决定找孟亚祥商谈!能否

将中医院的药品托管给自己的公司

)就是将中医院所需的药品全部由

该公司采购配送! 医院不再从其他

地方采购药品*"但是!季军和公司

马总先后两次找孟亚祥商谈此事!

都被他当场拒绝"

碰了两次壁后! 马总就和季军

商量认为! 看来必须先给孟亚祥一

定的承诺"几天后!季军单独来到孟

亚祥办公室&-孟院长! 如果你能同

意将中医院的药品托管给我们公

司!不管药品销售如何!我们每月将

给你
+"""

元回扣"你也知道 !药品

回扣是行业潜规则..$ 听季军如

此一说!孟亚祥态度有所缓和!但是

说这个事情要向上级领导汇报%

一周后!季军再次去找孟亚祥%

孟亚祥说! 上级领导已同意中医院

药物托管了%几天后!季军公司和中

医院正式签订了托管合同% 从
!""*

年
)

月! 季军所在公司开始托管中

医院的西药供应了%

药物托管了!就要兑现承诺了%

季军和孟亚祥商量! 能否让他安排

亲戚到公司上班!每月
+"""

元的好

处费!就以工资的形式支付!去不去

上班都无所谓%孟亚祥听了!觉得这

样比较妥当! 几天后便安排在家待

业的妻弟到季军公司开车%

!""*

年年底! 孟亚祥的妻弟不

愿去公司上班了%季军决定!还是自

己直接送钱给孟亚祥%此后!每到月

底!季军便会按时来到孟亚祥的办公

室 !将
+"""

元 -好处费 $奉上 %

!"$$

年
$!

月! 因中医院的药品销售额比

刚托管时增加了近
$"

倍! 季军主动

将给孟亚祥的回扣增加为
,"""

元%

见西药被托管! 负责代理中药

的某医药公司的销售经理刘戈找到

孟亚祥! 提出想要包干楚州中医院

的中药材配送%

!""*

年
*

月!在孟亚

祥的过问下! 楚州中医院的中药材

开始由刘戈一家配送%为表感谢!刘

戈每年中秋节和春节到来前! 都会

分别送上
&"""

元和
+"""

元回扣 %

在中医院销售的中药材用量大的时

候!刘戈则会主动追加
+"""

至
$

万

元的-年终奖$%

孟亚祥决定大规模更新医疗设

备的消息传出! 医疗器械代理商陈

锋找到孟亚祥! 提出每台设备购买

后按器械价款的
+-

给予拍板人好

处费!并说全国-行情$都这样%听了

陈锋的话!孟亚祥说自己心里有数%

不久! 楚州中医院从陈锋那里

采购了一台数字影像系统%

!%%*

年

(

月!陈锋给孟亚祥送上
'

万元%

随着楚州中医院采购医疗设备

不断增加! 孟亚祥的胆子也越来越

大%据统计!孟亚祥担任院长的
+

年

里!先后采购了数字影像系统,核磁

共振仪器等价值
#!%%

多万元的医

疗设备! 孟亚祥先后获得好处费近

)&

万元!其中从南京某公司购买的

价值
&*%

万元的核磁共振机! 孟亚

祥就一次性收取了
!%

万元好处费%

追悔莫及
“潜规则”岂是挡箭牌

!%#&

年
&

月初!根据群众举报!

淮安区检察院先后对该区多名医生

涉嫌受贿问题立案调查! 剑指医疗

系统-潜规则$!在医疗系统引起强

烈震动%

孟亚祥陷入极度惶恐之中 %他

还特意组织医院相关人员进行自查

自纠!并带头退出
+

万元%

孟亚祥也曾想退出收取的全部

赃款! 但是这些钱全部被他投进股

市!且已经被套牢%如果退赃!就要

忍痛-割肉$%而且!孟亚祥担心!一

旦自己主动退赃! 很可能意味着自

己多年来争取来的地位和荣誉将毁

于一旦%他每天通过各种渠道!多方

打听消息! 祈祷这场反腐风暴不会

波及到自己%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淮安区

检察院掀起的这场反腐风暴! 丝毫

没有减弱的迹象! 多名涉案医生和

医院管理人员纷纷被带走接受调

查%孟亚祥内心的惶恐也越来越深%

每天上班! 他都精神恍惚! 无心做

事% 一天晚上! 孟亚祥在医院里徘

徊! 当他走到灯火辉煌的病房大楼

前!看着自己辛苦操劳盖起的大楼!

想到在盖楼期间曾多次拒绝建筑商

的贿赂!紧抓病房楼质量不松懈!而

自己却因为从众心里!被行业-潜规

则$腐蚀!犯下难以弥补的错误!悔

恨的眼泪止不住奔涌而出..

!%#&

年
'

月中旬! 季军因涉嫌

向其他医院的医生行贿被带走调

查! 并很快交代了其曾向多名医院

管理人员及医生行贿的犯罪事实%

'

月
!!

日!孟亚祥被司法机关带走接

受调查%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孟亚

祥在交代了收受季军贿赂的事实

后! 又主动交代了司法机关尚未掌

握的其他犯罪事实%

+

月
#!

日!孟亚祥被刑事拘留!

+

月
!*

日!淮安市检察院决定对其

逮捕%

孟亚祥对自己收取医药代表和

医疗器械商巨额贿赂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也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深感

后悔%但他又说!他所收取的费用!

都是医药代表获取利润的一部分!

如果自己不收他们的钱! 这些钱就

落入了医药代表的腰包!所以!不拿

白不拿% 这是整个医疗行业普遍存

在的-潜规则$!自己很冤%

但是!在法律面前!行业-潜规

则$何等苍白无力'

检察机关经依法侦查查明 &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孟亚祥

在担任淮安市楚州中医院院长期

间!利用职务便利!在药品托管和医

疗设备采购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

益!收受他人贿赂共计
*(

万余元人

民币! 所得赃款被孟亚祥用于股市

投资及家庭生活开支% 鉴于孟亚祥

归案后!积极退出全部赃款!并具有

自首,立功等法定,酌定情节 !

!%#'

年
+

月
#'

日!淮安区法院以受贿罪

判处孟亚祥有期徒刑七年! 并处没

收财产
#%

万元%

-在女儿心目中!我一直是她的

榜样和骄傲%没想到!在女儿全力冲

刺研究生考试的关键时刻! 我却被

抓!成了家庭的耻辱%如果死能改变

这个错!我都愿意..$庭审过后!

孟亚祥泣不成声%

可是!一切为时晚矣'

"文中除孟亚祥均为化名%

你，有没有被“恶俗”包围

社会学家保罗.福塞尔在他的

著作/现代文明的种种愚蠢0中这样

评价(恶俗$!他说恶俗就是弄虚作

假+装腔作势却恬不知耻,是餐馆+

酒店+电影+电视+大学等各个领域

充斥着的虚伪+俗艳和无知,是以丑

为美+以假为真+以浅薄为深刻+以

愚昧为智慧'

窃以为概括得挺好' 现实生活

中能归入恶俗行列的东西太多了!

尤其在如今这个讲究 (成功$ 的年

代!许许多多(反常$变成了(正常$!

让你防不胜防' 你以为是错了位的

面貌!其实是受人追捧的五官!你觉

得是突兀乏味的设计! 结果却被权

威机构收录伟大' 低俗的表演常被

美化成(勇气和才能$的展示!无知

的发言竟被当成潇洒的文章11种

种离奇之恶俗! 充斥满眼! 钻鼻入

耳!根本避之不及'如果说这些冲击

多数人的情趣底线的东西都是孤立

个案!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问题

是它们大面积泛滥! 就不得不引起

人的恐慌'

起码我觉得自己日常生活已经

被(恶俗$包围了'刚过去的一周!我

去了两次电影院! 本想享受一下视

听盛宴! 结果却遭遇思想上的滑铁

卢'一点大脑不用也就罢了!关键它

还玷污智商'这些打着(大制作加明

星$噱头+粗制滥造的恶搞片!谁看

谁知道!直接被洗成无知的大脑'这

种粗制滥造的大环境! 直接导致国

产电影品质与国际主流电影水准越

拉越远'

让我无奈的还有这周筷子兄弟

发布的新歌/小苹果0'电视电台杂

志网络铺天盖地播放!(你是我的小

呀小苹果儿!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如此这般的无内涵歌词以复读机式

的旋律播放有一个好处%%%它将注

定成为广场舞大妈最期待保存进手

机的新歌'

这个星期包围我的还有两则电

商促销广告!只要一打开电视!本来

是想看看世界杯! 结果反复的插播

直叫你痛不欲生! 一个是京东商城

(

)

.

#*

$周年庆!还有聚美优品的(

)

.

#)

$上市感恩节!如出一辙的广告套

路!在各种场合!广告片中的人物只

要一听到这三个数字! 就会跳起本

山小品中提到的(隔壁吴老二$式的

士高!这种创意的恶俗!倒是与靠网

络起家的商家们的气质很配'

人无文化!浮躁浅薄'民无文化!

行也不远'国无文化!急功近利'一个

国家若想达到整体素质的提升和国

力的强大!须尽可能提高每一个人的

修养和文明程度' 其实我们发现!人

之所以能够走出蒙昧和野蛮的混沌

期!在动物界中脱颖而出!形成并逐

步强化的(羞耻$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动力' 人唯有能够分辨出美好和丑

恶+荣耀与耻辱间的区别!知道在公

众面前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才能进

而自觉约束规范自身言行!朝着更文

明睿智更注重公德方面进化'

渴求文明的愿望越迫切! 我们

反倒看得太多司空见惯的不文明!

(路过的西安市民! 请管好你的裤

裆$!如此标语让人啼笑皆非!再如房

地产商肆无忌惮打出广告2#六个一

起上! 包你满意$+#男人女人都喜欢

大的$! 其实就是说该楼盘 #六证齐

全$!#喜欢大的$不过是说#喜欢大户

型$' 可商家非要自作聪明玩此拙劣

恶俗把戏!这些低俗甚至恶俗的现象

应该被抵制和及时取缔'现在国家层

面也有深切体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里一共有
!'

个字的基本内容!其

中就提到了#文明$'文明太需要了!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相对性概念的恶

俗!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均不可能被彻

底消灭!但在一个致力于努力提升社

会文化品位+ 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

里!倘任由恶俗现象肆意蔓延!肯定

与社会发展进步轨迹不相吻合'做个

有品位有格调的公民吧!起码装也得

装着有品位!这也算你为社会文明进

步尽了份力'

光标不能“光标”
一向行事高调的中国企业家, 慈善

家陈光标! 如今又有惊人之举 %

)

月
#)

日!陈光标在美国/纽约时报0刊登整版

广告!称将为
#%%%

名美国穷人及流浪汉

提供免费午餐和
&%%

美元援助金 %

)

月

#,

日!陈光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还

将于
)

月
#*

日再在/华尔街日报0刊登

同样的广告%这版中英双语广告称!陈光

标将邀请这些穷人及流浪汉于本月
!+

日中午
##!&%

至
#!&%

!在纽约中央公园的

船坞酒店享用免费午餐! 餐后每人可以

领取
&%%

美元!-陈光标的美国慈善行动

再继续!让世界充满爱$%广告还注明了

联系邮箱! 欢迎美国穷人及流浪汉踊跃

报名%广告刊登了陈光标和雷锋的照片!

广告中陈光标自称 -中国新时代雷锋$%

据悉!这是陈光标本人第三次在/纽约时

报0刊登广告%

!%#!

年
*

月!陈光标曾在

/纽约时报0刊发广告!宣示钓鱼岛是中

国领土1

!%#&

年
*

月!陈光标在/纽约时

报0刊登广告!呼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

要参拜靖国神社% 这是陈光标第三次在

/纽约时报0登广告!加上儿子还打过一

次
.

广告
/

!一共四次了%

摘自
!

月
"#

日&华商报'

在很小的时候!老师说2世界上还有

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里

的孩子还吃不上!穿不上'那时我腮帮子

里塞着一大口没油水的食堂白菜!正准备

找个机会吐掉'听了老师的话!我拼命把

白菜咽了下去'我顿时热泪盈眶!不是因

为白菜噎的!而是我稚嫩的心中当时立了

一个伟大的志向%%%我一定要把红旗插

遍五洲四海!让那些饥寒交迫的孩子们都

过上幸福的生活'如今人过中年!不再讨

厌白菜了!因为它有利于防止三高'今日

看到陈光标的豪言壮语!不由得回忆起了

童年!实在是对陈总敬佩不已!如滔滔之

江河'每个人都不缺乏梦想!但能把幼稚

的童梦保持得如此持久的!实在是不多'

有关数据显示2截至
!%$!

年底
0

中国

贫困人口仍有近
#

亿人'我不知道美国有

多少贫困人口'但我想!我们国家贫困的

人!实在还不能想象去什么酒店享用免费

午餐!餐后可以领取
&%%

美元'我们中国

有句老话
1

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陈

总要让世界充满爱!很好'但#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照顾好家

人!陈总照顾到了"!再推及乡人!行有余

力再推及于国人!可否3我不是不厚道地

苛责陈光标'因为他确实不是以一个普通

企业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他是#中国

新时代雷锋$'请记住2学雷锋不是见个老

人就扶着过马路!不管人家是要往哪个方

向走'雷锋说2#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

春天!一个人先进总是单枪匹马!众人先

进才能移山填海'$光标!光标!你不能光

是标榜自己'一个#中国新时代雷锋$应该

知道雷锋的那句话%%%#骄傲的人! 其实

是无知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

饭!他不懂得自己只是沧海一粟44$

(本期坐堂)张笑#

孟亚祥对自己

犯下的罪行深感后

悔'但他又说!回扣

的钱不拿白不拿 !

这是整个医疗行业

普遍存在的 (潜规

则$!自己很冤'

孟亚祥在庭审现场 孟亚祥在任期间建起的医院病房大楼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