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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医院中医诊室承包给保洁员
雇医托到正规医院拉人来看病买药

因嫌“生意”冷清，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奥东中康医院将中医诊室承包给保洁员彭社国，由他雇医托将患者骗来看病买药，骗取 39 名患者共计 15 万余元。6 月 13 日，彭社国和
北京奥东中康医院法定代表人、院长、
大夫以及多名医托等 10 人，被控诈骗罪在北京朝阳法院出庭受审。
2015 年 7 月，北京警方破获特大医托诈骗案，抓获涉案嫌疑人 150 名，其中医托 80 余名、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60 余名，
北京奥东中康医院就是涉案医疗机构之一。

医院收取 13%
“管理费”

北京奥东中康医院是今年 60 岁的北京人肖星
翔所开。据公诉机关指控，2015 年 4 月至 7 月间，肖
星翔、田志强将医院的中医科诊室非法承包给医院
“搞卫生”的保洁员彭社国。
作为本案的第一被告人，肖星翔称，他开医院 8
年了，院长田志强是他的老战友，医院和医生都有
资质，他只是将医院科室承包出去，按照“行规”收
取收入的 13%作为“管理费”，没有诈骗患者的故
意。很多其他医院也存在承包科室的情况，
但同庭受审的彭社国供述，肖星翔曾对他说中
医科没什么病人，问他能不能找几个人当医托，改
善经营状况。彭社国联系了两名医托，每日给他们
结算提成，一部分钱给医生开工资，
自己拿一部分。

名医托，将湖北、四川、黑龙江等地的 39 名被害患
者从北京市的朝阳医院、解放军 302 医院等正规医
院，骗至奥东中康医院中医科诊室，找医生朱文德
看病并在医院买药。
今年 42 岁的女子彭飞兰就是彭社国雇来的医
托。据她交代，2008 年她因做医托被两次行政拘
留，
丈夫汪云晖也是医托。
彭飞兰说，自己通常在朝阳医院等处拉病人。
由 5 名医托为一小组，外地来京求医的病人或家属
作为主要目标。一名到解放军 302 医院看肝病的
患者被彭飞兰拉走，1000 元医药费带给彭飞兰等人
400 多元提成。
如果病人自行前往医院，彭飞兰等人就会在纸
条上写明地址和路线，同时留下暗号。彭飞兰说，
她一般会写个“1”
，或者写上“彭”
。

1000 元医药费 医托提成 400 多元

在各大医院门口常年徘徊着一些人，
主动与患者 医托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这家医院选择中医科承包，是因为中药即使治
搭讪，
介绍
“治愈”
经验、
贬低正规医院、
推介所谓特色
诊所，
忽悠患者到一些医院看病。这批人就是医托。 不好病，通常也吃不坏人，而且药材成本低，可谓
。
本案的起诉书显示，彭社国雇用组织被告人多 “一本万利”

这些药方都出自朱文德之手。今年 53 岁的朱
文德于去年 5 月份到医院上班，他供述，每天由彭
社国把病人带给他看，他负责开药，然后再由彭社
国拿着药方到楼下划价。
不少患者表示，在这里看病“钱花不少”
“ 病没
治好”，有受害者称花了 3000 元买药后吃得流鼻
血。
刘某原本陪妻子在海淀区武警总医院挂乳腺
外科。一名男子搭讪得知刘妻患的是乳腺结节后，
说自己的妻子也得过这个病，找奥东中康医院的朱
大夫看后吃了三个月的中药就治好了。该男子的
妻子等人也过来附和，刘某和妻子在这些人的带领
下去了医院。
朱文德询问病情后开了 4599 元的中药。回去
途中，刘某觉得可疑，又与妻子回到武警总医院看
病并做了手术。妻子出院后刘某随即报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说：
“ 我们处
理了大量的医托案件，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取证
难。目前医托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基本是每
天销毁证据。
”
据新华社

奥兰多枪手的电话曾被FBI监听10个月
他被曝使用约会软件联系同性恋者

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受男同性恋欢迎的酒吧当地时间 12 日凌晨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 49 人遇难、
53 人受伤。枪手奥马尔·马丁在与警方交火时被击毙。
联合国安理会 13 日发表媒体声明，
强烈谴责奥兰多枪击事件，
重申需尽一切努力打击恐怖主义。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 13 日表示，
根据美方公布的名单，
在奥兰多枪击事件中已确认身份的 48 名遇难者中未发现有中国公民。最后一名遇难者身份仍待美方确认。

前妻：
他对同性恋的反应很强烈

枪击案发生后，奥马尔·马丁的父亲曾表示，他
近期曾因为看到两名男性亲吻而感到愤怒，令外界
推测他的袭击动机是反同性恋。
不过，多名目击者称，奥马尔·马丁多次出现
在出事酒吧。
“ 有时候他会坐在角落里，一个人独
饮，有几次他会喝得很醉，变得嗓门很大，有攻击
性。
”
酒吧的一名常客史密斯说。
“他来这个酒吧至少有 3 年了。”对于马丁父亲
所说的“看到男性亲吻而愤怒”的说法，目击者表示
是胡说八道：
他看过太多男男亲吻了。
还有证人表示自己曾在一个名为“Jack’d”，仅
供同性恋男性使用的约会移动应用（Dating App）
上见到过奥马尔的资料。
曾使用过 Jack’d 的切德诺说，奥马尔曾在一年
前通过这一软件联系过自己。
“ 他的页面上的照片
是公开的，很容易认出来是他。”
奥马尔和前妻希托拉·尤瑟福在 2011 年离婚，
尤瑟福将其描述为一个“恶毒残暴且不稳定”
的人。
“我们结婚后不久，他曾向我承认自己的过去
——他很喜欢泡夜店，享受夜店生活。我觉得，他
性格中或许有着另一面或是一部分，他并不想让别
人知道。
”尤瑟福说。

但当被问及是否认为奥马尔是一名同性恋者
时，尤瑟福迟疑了几秒表示自己不知道。
“我们在一
起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私下或者是从肢体上表示过
这一点，
但他的确对同性恋的反应很强烈。”

称，
这两人有个 3 岁的儿子。

美国本土滋长的极端主义引发的暴行

奥马尔的父亲萨迪克·马丁系一名阿富汗商
人，案发后他说，对自己儿子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
FBI 曾监听枪手电话
借口（开脱）。
“他没有权力，没有人有权力去伤害任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当地 何人，任何事，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完全取决于他自
时间 6 月 14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FBI 曾经在 己的选择，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个人都有理由
2013 年和 2014 年对奥兰多枪击案枪手奥马尔·马 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
丁进行过长达 10 个月的调查，包括秘密监听他的
然而，此前萨迪克曾被曝出拍摄公开节目，支
电话以及监控其在网上的交流活动和浏览历史。 持塔利班，在自己的 Facebook 页面上把自己说成是
目前，FBI 正在通过检查奥马尔的电子设备，调查其 “阿富汗地方政府”，并且把塔利班的部分分支称之
是否原本计划以当地的迪士尼乐园以及迪士尼小 为“我们的兄弟”。
镇为目标展开袭击。
但萨迪克在采访中坚持声称自己的儿子并不
案发后警方在对奥马尔的第二任妻子诺尔进 是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所激励犯下惨案，他认为 29
行问讯时了解到令人震惊的细节：这对夫妻今年 4 岁的奥马尔是一个“好儿子”，在案发前一天，他也
月曾去过迪士尼乐园“考察”，并将其列为“潜在袭 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和激动的情绪。
击对象”。尽管如此，警方尚未对诺尔提出任何指
美国总统奥巴马 13 日再度发表讲话称该惨案
控。
是美国本土滋长的极端主义引发的暴行，29 岁的枪
据诺尔交待，在发现事发酒吧后，奥马尔改变 手奥马尔系受到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的影
了最初的计划。据悉，迪士尼乐园部分地区安全检 响，但“这个阶段我们并未见到明确证据，显示他受
查措施并不严格，奥马尔可轻松携带枪支入内。如 到国外势力指使”
。
果这对夫妻同时发动袭击，后果不堪设想。警方
据澎湃新闻

湖南医护人员 10 岁孩子 上学途中被患者尾随砍伤
6 月 13 日 6 时许，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岳家桥
卫生院一医护人员的 10 岁小孩，上学途中被患者
尾随，在公交车上被捅六七刀。男孩被送往益阳市
医专附属医院救治，经过手术，目前生命体征稳定，
暂时脱离危险，但后面还需再做手术。
昨天，益阳市公安局赫山分局证实，砍人者已
被刑事拘留，
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件。
公交车上的相关监控视频显示，一个身穿黄色
条纹短袖的男孩背着蓝色书包走上公交车，一个中
年男子紧随其后上了车，坐在男孩右前方的座位
上，并从上衣口袋掏出了一沓零钱交给售票员。随
后，男子转过头确认了一下男孩的位置，突然从外

套里抽出一把约 30 厘米的刀，迅速转身按住了小
男孩猛捅。
小男孩除了惨叫毫无招架之力。坐在公交车
前方的两位女士和一位老人见此情景跑下了车，车
上几个背书包的小学生也匆忙跑下了车。
关键时候，公交司机冲到车后，控制住正在行
凶的男子，从他手里夺下了刀，并把男孩和行凶者
带下了车，车里留下了满地的血。
岳家桥卫生院工作人员何女士说，砍人者是一
名 50 岁的单身男子，患有肺气肿和冠心病等慢性
疾病，在岳家桥卫生院住了数天后转到益阳市中心
医院。在中心医院住院报销费用时，男子误会岳家

桥卫生院未开具转诊证明导致少报了钱，于是回到
岳家桥卫生院“讨说法”，要查看电脑，与被砍男孩
的父亲发生纠纷。
“我们院本来就不需要开具转诊证明。”何女
士说，被砍男孩父母均在该院的收费室工作，父亲
是出纳，当天在收费室值班，出面制止单身男子时
推挡了一下，对方称自己被打，要住院，并要求医
生赔礼道歉。由于没有达到目的，男子砍伤了孩
子。
“ 孩子手上神经什么都断了，当天做了 4 个小
时的手术。他父亲刚才还打电话过来一直在哭。”
何女士说。
据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