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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前往凤凰医院! 该院院长赵
女士说!刘花身有痔疮!且痔疮痔核在
出血! 所以助产士在出血处做了" 结
扎#处理!" 完全是助产士的好心$%

她承认助产士收了
#$$

元钱而医生
拒绝了这

#$$

元! 但她表示医院对收红
包行为是会严厉处理的%

助产士究竟可不可以不经病人同
意就做手术& 赵女士说!严格按照医疗
规程!对于痔疮出血的处理是不应该由
助产士负责!但是这是一名经验丰富的
助产士!这个处理本身并不复杂!且当
时也不能马上联系到外科医生!所以就
暂时由她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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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帖曝扬州市邗江区一官员向' 小三$表" 忠诚$

局长" 向党保证$娶情妇
近日 ! 网帖曝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
区商务局局长为表
示" 忠诚$向情人写
下保证书! 其中使
用了" 向党保证$(

" 甘愿承受 $ 等字
眼) 目前邗江区纪
委 已 受 理 相 关 举
报! 但帖子所述内
容尚无法证实*

"%

日下午
&

时许!江苏论坛出现一篇名为+ 扬州商务局马
一平局长向党保证要与妻子离婚,的网帖被版主置顶*

" 谨向党保证本人明年最迟后年同李清结婚!在这一年期
间对李清做到一个丈夫的责任义务!否则承担一切后果* $扬
州市邗江区商务局局长马一平的结婚保证书被其" 小三$发帖
曝光!并控诉其重婚-玩弄女性(贪污受贿等多项' 罪名#*

发帖人用化名李晓自称! 是江都一名普通女子* 记者看
到!帖文中不仅公布了马一平以及家人的基本情况!还附录了
李晓与马一平的婚纱合影!以及四份署名' 马一平#的' 结婚保
证书#!时间写明为

"$#$

年
#

月
#'

日*

记者联系上发帖人李晓!她讲述了自己的坎坷经历*

"$$(

年夏天!李晓与马一平相识于江都同乡会上!马一平温文尔
雅的形象给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那次聚会!两人互换了联系方式*

之后!马一平对李晓便展开追求!并不断诉说他婚姻的不幸!

' 与妻子的感情在很多年前就已破裂#* 李晓说." 那时正好我感情
受挫!最终被马一平的诚意感动* $

但两人在一起后!马一平迅速撕开了伪君子的面具!经常因为
小事对其拳打脚踢!暴力程度令人发指* 李晓透露!马一平在外面
与多名女性有着不正当的关系!仅她知情的就有

)

个!他还花大量
的金钱供养着她们!其中!有个陈姓女人!" 他每个月供给她

)$$$

元
钱!外加

*$$$

元购物卡$*在马一平任邗上街道党委书记期间!长期
和单位一女性保持情人包养关系*

" 他利用手中职权以及甜言蜜语博取了一个又一个女人的欢
心* $李晓说!马一平与自己交往的一年内!曾写过四封保证书!每
一封都是言之凿凿!并立字据写明" 向党保证$要对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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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了人家肛门
还说是免费治痔疮
助产士四次催要千元红包
最终得到百元显得非常气愤

深圳一产妇疑因未给助产士
足够的红包遭到报复!肛门竟然被
助产士缝上* 院方解释称肛门并未
完全被封!是助产士好心帮孕妇做
了一个免费的痔疮手术*

产妇的爱人陈先生说!

'

月
"*

日上
午!他带老婆刘花

+

化名
,

进入深圳凤凰
医院待产! 下午

*

时
&)

分顺产生下一个
男婴* 到了晚上

(

点多时! 刘花开始喊
疼!肛门肿成了鸡蛋大小!周边都是线!

显然是肛门被线扎上了*

" 肛门肯定是被缝针了!院方解释
是缝了针之后在肛门周边缠了线圈 !

就像缝衣服一样缝完针之后沿着周边
来回地打结!并没有缝那么多针* $陈
先生说*

陈先生称!当时医院工作人员答复
是刘花有痔疮!做了痔疮手术之后才成
这种现状*陈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老婆
没有什么痔疮!就算有痔疮也不应该在
生孩子的手术后立即做痔疮手术啊& $

陈先生询问主治医生!医生称不知
道怎么回事* 陈先生找到助产士!答复
是!助产士发现孕妇刘花有痔疮!免费
给她做了痔疮手术并扎了线圈*

产妇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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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认为这可能是报复*当天他
和老婆到达住院部后! 选了高级包房*

助产士进到病房称." 等会儿孩子是我
来接生!孩子来到世上第一个看到的人
是我!你们准备一下* $

陈先生说!当时没有听懂!继续吃
饭*

)

分钟后该助产士再次来到病房!

称" 准备好了没有! 你究竟带了多少
钱$* 陈先生这时才意识到可能是来要
红包的!只好答称只带了银行卡!现金
只有

"$$

元*

几分钟后! 助产士再次来到病房!

询问" 准备好没有$*直到助产士第四次
来询问" 准备好没有$时!陈先生说可以
先给医生和助产士一人

#$$

元! 手术完
后绝对送上不低于

#$$$

元的红包* 助产
士说"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们在医
院见的人多了$*

最终 !助产士收下了
#$$

元 !但显
得非常气愤 ! 而产科医生拒绝了这
#$$

元*

家属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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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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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上
毒桶荡漾
吉林市部分区域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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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他已经彻底死心了!他让我万念俱灰* $李晓准备破釜沉
舟!检举马一平贪污受贿的行为*

李晓说!马一平作为公务员!在扬州有三处房产!明显与他的
正常收入不符*"

"$#$

年春节期间!他收了大量红包-超市购物卡和
礼品!价值几万元$* 记者了解到!李晓已将马一平贪污受贿的材料
送交邗江区纪委以及扬州市纪委*

记者致电扬州市邗江区商务局* 该局办公室一不愿透露姓名的
工作人员表示!马局长已下班!对于网帖中的内容他" 并不知情$*

他表示!马局长是
"$$(

年
'

月调到邗江区商务局的!" 在局里工
作时间不长!对他的日常生活并不了解$*" 局里面有一些小道消息
传言!马局长外面有女人* $邗江区商务局陈杰

+

化名
,

告诉记者!马
局长已经好几天不在单位上班了!" 可能是出去开会了$*

陈杰说!马一平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局长!做事比较高调!跟区
领导关系非常好!很有可能要升副区长*" 现在出了事情!前途肯定
没有了$*

随后!记者致电马一平!多次拨打其手机电话!均无人接听/发
短信表达采访的意愿!截至记者发稿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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