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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梳理近年来发生的新农合

诈骗案件，发现诈骗手段不断翻新，

甚至形成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异地就诊报销监管存

在漏洞，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一是电信诈骗流行，利诱参合农

民。一些犯罪分子通过各种方式拿

到参合农民的电话号码，群发短信、

利诱参合农民参与诈骗，一些参合农

民收到骗保短信经不住诱惑，将自己

的身份资料发给犯罪分子，让其利用

虚假的住院记录和发票诈骗新农合

补偿金。

二是行骗一条龙，“中介”赚“手

续费”。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收取参

合农民身份证和医保卡已经形成一

个行业，“中介”负责收取农民身份证

和医保卡，利用在医院的“内线”套取

住院记录和发票，向参合农民收取发

票面额20%左右的“手续费”，再由参

合农民到当地农合办报账。

近期，湖南沅江市人民法院公开

审理了一起新农合诈骗案，26人伪造

医疗票据报销实施医疗诈骗获刑。据

介绍，2013年6月至12月期间，犯罪嫌

疑人邱某伪造广东各医院门诊、住院

收费收据、住院清单、出院诊断证明、

发票等资料，“中介”赵某以每张医疗

证3000元的价格收集参合农民的身

份证和医疗证，随后利用微信等工具传

给邱某参合农民的身份证和医疗证，在

湖南益阳等地的合作医疗办公室实施

医疗诈骗，累计金额达100多万元。

湖南是劳动力输出地，不少参合

农民到外地打工，因病在外地就医需

要回参合地报销，而异地就诊报销监

管存在漏洞，各地的医保部门没有实

现联网，不能实现信息共享。农合办

审核人员只能从住院清单等推断其

就医资料真伪。加之县农合办审核

人员有限，如果外地医疗机构人员与

不法分子合谋，利用虚假材料到异地

进行新农合报销，稽查难度很大。

三是基层卫生院套取新农合基

金成风。湖南卫生部门一名负责人

告诉记者，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乡

镇卫生院告别“以药养医”，收入锐

减，便想方设法通过借用参合农民的

合作医疗证，伪造住院患者，制作假

处方、假病历产生虚假医疗费用，骗

取新农合补助金，用于办公经费及人

员开支。

不法“中介”
联手医院行骗一条龙

“互联网+”的思路在基层实操后的效

果如何？陕西扶风县给了一个令人啼笑皆

非的答案——

近日，扶风县人大常委会为了响应该

县与阿里巴巴达成“农村淘宝”电商协议，

要求职工每人网购至少1000元金额物品的

消息在网络盛传。随后，扶风县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确实发了

此通知，但未做强制要求，县人大常委会29

名工作人员大多网购消费 100 多元，总计

9600元左右。

言下之意是，盖着人大公章的通知，其

适用范围和产生的网购金额远远比网络流

传的小，怎么至于引起网络舆情汹汹？

我猜想，扶风县官方或许有些困惑，甚

至委屈。在这里，它与批评者之间形成了

一个视差：它的着眼点是农村淘宝“是县上

的大事”，必须支持配合；批评者的问题却

是，负责行使本级重大事项决定权、任免权

和监督权的县级人大强制网购是否合适？

它的行事逻辑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动

员，批评者却以现代行政伦理为依据，认为

在市场经济中最忌讳行政权力在微观层面

介入市场运作。哪怕是倡议，哪怕只有每

人一二百元的效果，都和“互联网+”的价值

目标、实际效果南辕北辙。

批评者的这种警惕，绝非小题大做。

事实上，持同样逻辑的事情，不只是强制网

购；持同样逻辑而被舆论批评的地方，不只

是陕西扶风。近几年来，地方政府强制工

作人员捐款、集资的新闻不绝于耳，甚至有

像长沙天心区和福建闽侯县这样强制体制

内工作人员劝说家人拆迁的事情出现。试

图以大政府的强势来达成市场经济的目

标，试图以行政权力最大化的手段来促成

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已经成为一

种缘木求鱼的吊诡景象。

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行政传统也罢，

权力不断自我伸张的惯性也罢，无论怎么

解释上述事情，它们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

仍能以新闻面貌出现，都是一个让人乐观

不起来的信号。此类信号不断地在重申，

在一些地方，公权力仍然在被随便甚至廉

价地滥用，既无外部边界，也无内部制衡，

甚至被滥用而不自知，被滥用而自以为正

确，被滥用而自认为在惠民、利民、向着繁

荣市场迈进。

扶风县政府公开的信息显示，9 月 23

日扶风县“农村淘宝”启动当天，县级服务

中心和第一批35个村级服务点正式运营，

当日成交额达306万元。成交额不小，但不

知其中有多少来自各机关单位的“倡议”，

有多少是来自“互联网+”的动员能力。“农

村淘宝”仍是淘宝，要靠市场的朴素力量来

推动。政府要知有为，更要知无为，恪守行

政伦理、尊重市场规律，才是最大的推动和

扶助。

吴雪莉共有6个孩子。1984年，丈

夫去世后，她的5个子女先后移居美国，

大儿子在河大退休后，也移民到美国。

很多人奇怪，她为什么没随子女去美国

安享晚年？吴雪莉说，自己就像树扎下

了根，已经习惯了这片土壤，离不开中国

了，她要留在中国见证国家前进、发展的

历程。

岁月积淀出情感，吴雪莉积极参政

议政、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她多次

当选并连任河南省政协委员，在任期间，

她认真履行政协委员职能，为下岗工人

寻求帮助，为河南省的教育事业奔波不

止……

2014年5月，吴雪莉被授予全国“十

大功勋外教”称号。“纽约不是我的家，我的

母亲、我的丈夫都在这里去世，我的事业、

我的学生也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得也很

好，我的家就在这里。”90岁高龄的吴雪莉

还在继续着她与中国不解的情缘。

浓浓中国情，悠悠赤子心。“我爱这

个伟大的国家，我爱这里的人民，我相信

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美丽！”

这是吴雪莉对中国的深情告白。老人对

中国的感情也感染了很多人。河南大学

党委书记关爱和说：“她是河南大学的一

面精神旗帜，是一代代‘铁塔’牌学子心

中的精神象征，值得大家不断学习、传

承、弘扬。”

90岁，69年，吴雪莉用自己的一生，

在这片黄土地上缔结了一段旷世情缘，

种下了一颗中国红心。

●一些定点医院“内鬼”参与分肥
●不法“中介”借机赚取“手续费”

新农合基金
成了“唐僧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是国家用来缓解农民看病贵
的“救命钱”，却屡屡被犯罪分子诈骗、套取。近年来，在全
国多地均发生了新农合诈骗案件，记者调研发现，在新农
合诈骗案件中，一些定点医院参与到诈骗中，通过伪造、套
取参合农民住院信息、冒名报销、延长住院时间等方式套
取新农合补偿金。

专家建议，应加快医疗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制度建设，
加强基层监管队伍建设，对个别医疗机构的骗保行为采取
“零容忍”态度。

救命钱遭大肆骗取
医院“内鬼”参与分肥

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新农合是近些年诈骗刑事犯

罪高发区。既有参合农民报假账骗

取补偿金，也有农合经办机构虚报、

瞒报、截留、隐匿基金，还有定点医院

勾结参合农民伪造假住院证明、延长

住院时间套取资金。

湖南郴州临武县公安局经济犯

罪侦查大队2014年9月查获了一起

特大诈骗新农合基金案件，涉案金额

达1800多万元。

据临武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民警调查发现，临武县城东医院

管理人员孙某、卓某，利用收集的参

合人员证件信息，在患者未到医院治

疗或是到医院门诊治疗但并未住院

的情况下，通过伪造患者病历、延长

患者住院时间，变更医治病种和虚增

病人住院费用的方式，指使医院农合

专管员将伪造的参合农民住院医疗

信息录入与县合管办联网的农合系

统，向县合管办报销农合补偿金，大

肆套取农村合作医疗补偿金，被利用

的参合农民达1.3万多人次。截至

2013年12月，临武县城东医院涉嫌

套取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款共计1800

余万元。

记者发现，诈骗新农合基金，从

编造病历、开处方、治疗，多个环节都

需要包括医院乃至有关监管人员的

全程配合，正是由于参与分肥的“内

鬼”做手脚，套取医保资金的行为愈

演愈烈。

湖南绥宁县人民法院近期审结

了一起新农合诈骗案，法院审理发

现，绥宁县中医院五官科负责人游某

就与患者“合作”，利用患者的身份证

和农合卡，虚构患者住院资料，伪造

患者签名，多次套取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住院补偿款。

专家认为，新农合基金是参合群

众的“保命钱”，应加快信息网络建

设，加强对新农合定点医院的监管力

度，对于医院恶意套取新农合基金的

行为，予以严惩，同时加强对参合农

民的法制教育，让参合农民认识到骗

取新农合基金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专家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加强对

新农合基金的监管。

一是加快医疗信息网络建设。

目前，我国医保信息尚无统一规划和

标准，各地没有实现信息共享，重复

参保、重复报销骗取医保资金的案例

屡见不鲜，应建立医疗机构信息共享

平台，实现住院票证网络查询和住院

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查询共享，并

将医保卡使用情况记入个人诚信档

案，直接与报销额度挂钩，维护新农

合基金的运行安全。

二是应严厉打击医疗机构套取

新农合基金行为，建立“新农合”定点

医疗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湖南岳

阳楼区卫生局局长杨晓明建议，对于

定点医疗机构伪造病历套取骗取新

农合基金、挂床住院、串换诊疗项目

和药品等骗取新农合基金的行为，采

取降低报销比例、暂停或取消定点资

格等严厉措施。

三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立严格

透明的财务、审计制度，及时堵上监

管漏洞。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纪检部

门加强监督，实行责任追究制，对因

监管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机关和个

人追究其相应责任。

四是加强参合农民的普法教

育。加大宣传力度，让参合农民认识

到骗取新农合基金是严重的犯罪行

为，增强其法制意识。同时，解决好

农合办管理人员及其工作人员编制、

经费等问题，探索切实可行的绩效考

核办法，调动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

性。 据《经济参考报》

监管漏洞亟待填补
信息网络有待建设

靠行政做大“农村淘宝”是缘木求鱼

吴雪莉在家门口挂国旗

□刘白

“华籍美人”吴雪莉 情系中国69年
40年前，周恩来总理批示让她加入中国国籍
66年来，每年国庆节她都要在家门口挂上一面五星红旗

□本报记者杨青通讯员刘怡陈成文/图

蓝眼睛，高鼻梁，一副标准的老外模样，却能说一口地道的开封话。
21岁来中国，转眼已生活了69年，别人称她外教，她说自己是

中国人。
她是全国“十大功勋外教”、河南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吴雪莉，来

自美国。
1949年9月30日，她买了一面五星红旗，每年国庆节她都会把这

面红旗挂在家门口。今年国庆节，这面五星红旗又一次在开封的一个
小巷子飘扬。

时间，如果从1938年说起，“中国”一词

在吴雪莉生命中已经念了77年；光阴，如果从

1946年算起，中国这片热土已经与吴雪莉相

伴了69年；岁月，如果再从1975年记起，“中

国人”这个身份融入吴雪莉的血脉已经整整

40年。

每年的国庆节前夕，吴雪莉老人总会小

心翼翼地从柜子中取出一面珍藏半个多世纪

的五星红旗，把这面依旧鲜艳、没有一丝褶皱

的国旗挂在自己家的门口。

“这面国旗一直跟着我，都六十多年了，

每一年国庆我都要把它拿出来见见太阳。”这

面在1949年9月30日购买的国旗，在新中国

成立后的每一个国庆节，始终固定不变地飘

扬在这位老太太的家门口。今年国庆节，这

面五星红旗又一次在开封的一个小巷子飘

扬，这是90岁高龄的她第66次挂起这面国

旗，

“后来日子好了，孩子们看见院里人家挂

的国旗都是绸子的，颜色鲜艳又好看，要买个

新的。我一直不舍得换，我就要挂这面，它见

证了我在中国的成长。”吴雪莉说。

1925年7月15日，雪莉·伍德出生在美

国南部的阿肯色州。1938年，13岁的雪莉·

伍德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初窥中国这个神

秘的东方世界，从此便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5年圣诞节的第二天,雪莉与中国留

美学生黄元波举行了婚礼。1945年，这对夫

妇回到了中国。从此，雪莉也有了伴随自己

一生的中国名字——吴雪莉。

新中国成立前局势动荡，吴雪莉夫妇与

所有中国人一样奔波流亡，在战火纷飞的中

国大地上先后辗转于西安、上海、南京等地。

经过几年的漂泊，吴雪莉回到了她踏上的中

国第一块土地——上海。在上海的海拉尔路

的一个小弄堂里，吴雪莉一家经历了上海的

解放。“全家都围着收音机，11分钟报道一次

上海解放的消息。那时候新闻报道少，其他

时间都放唱片，解放区的歌我全都听过。”

上海解放后的新中国生活也让吴雪莉感

触颇丰，一本描绘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画卷的

小说《中国一条街》便在吴雪莉笔尖下写就。

1958年，伦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西方社

会才得以用另一种视角探寻神秘的红色中

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丈夫黄元波来

到河南开封主持筹建生物制药厂工作，吴雪

莉一家落脚开封。带着对河南大学的憧憬与

向往，1957年，吴雪莉在河南大学当了英文外

教。在当时鲜见外国人的开封，一位戴着首

饰、打扮时髦的金发女郎,行走在河大中西合

璧的校园里格外引人注目。河南大学浓厚的

英语学习氛围，以及许多留英、留美的“海归”

老教授，让她找到了“归属感”，开启了她在河

南大学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1975年，经

周恩来总理批示，吴雪莉如愿以偿加入中国

国籍。

1962年，吴雪莉的母亲——世界和平理

事会委员道逊夫人在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斯

特朗的引荐下，来到中国与女儿一家团聚。

“母亲很喜欢河大，喜欢这里朴实的学生与踏

实的学风。”吴雪莉说。 几年后，道逊夫人也

长眠于这座底蕴深厚的小城。

“我不是‘外教’，我是中国人。”每次接受

采访，吴雪莉总是用她那带着点洋味的流利

开封话反复向记者强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吴雪莉同中华人民

共和国一起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岁月。在三年

自然灾害时期，她靠瑞典老同学寄来的一些

白面粉，为孩子们做面包。孩子们很喜欢吃

面包，闹着让同学再寄，她不同意：“我们要靠

自己生活，不能依赖别人。写信伸手向国外

要食品，对国家影响也不好。”那时吴雪莉还

没有中国国籍，但她却处处替中国着想。

圆了“中国梦”后的吴雪莉，为自己能够

真正成为中国的一员而欣喜，她终于可以“向

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介绍自己的国家”了。

从1979年开始，每隔几年，吴雪莉都会利用

回乡探亲的机会介绍、宣传中国。中国的历

史文化、山川河流、高等教育……都在她具体

而细微的讲述中一一呈现。她成了中西文化

交流的“红娘”。

热爱中国 一面五星红旗挂了66年

建设中国 如愿以偿加入中国国籍

宣传中国 成中西文化交流“红娘”

扎根中国
做实现“中国梦”的建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