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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称，2017年9月，丈夫高瑞
森在一次争吵后提出离婚，两人分
居。当年9月底的一天，刘畅的母亲
在家中发现了大量药品，其中包括
7支激素类药物地塞米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网
上查询资料发现，地塞米松为肾上
腺皮质激素类药，极易自消化道吸
收，其副作用为医源性库欣综合征
面容和体态、体重增加、青光眼、白
内障、和糖尿病加重等症状。

“牛奶中的异味、丈夫毫无预料
提出离婚、家里药品的发现，这一系
列蛛丝马迹，不得不让我怀疑之前
我离奇的‘怪病’与家里出现的激素
类药物地塞米松有关。一个可怕的
念头让我如坠冰窖，我觉得高瑞森
想要谋杀我。”刘畅在文中写道。

“当时所有的大夫都问我有没
有吃过激素，我对象（老公）全程陪在
身边，他只字没有提，他是故意隐瞒
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他有什么目的，
隐瞒的目的是什么？”刘畅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她与高瑞森结
婚时间并不长，两人之间确实存在家
庭矛盾，但她认为这些矛盾并不至于
让丈夫对自己起杀心，“我也不知道
他的动机是什么。”

刘畅曾经怀疑，是否是因为此
前两人的感情遭到自己父母反对，

使得高瑞森怀恨在心。“我和高瑞
森恋爱3年结婚，他是我师哥，但我
在相处过程中发现他很变态。”刘
畅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恋爱期间，她曾发现高瑞森杀了房
东家的狗，“他说他砍了一夜狗。那
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正常，但我对
他有感情，加上他一直逼婚，我就
嫁给他了。”

2018年10月30日，刘畅再次去
医院复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诊疗
记录显示，刘畅的糖耐量已基本恢复
正常，作为医生的刘畅才意识到，自
己当时的症状并非Ⅱ型糖尿病，而是
激素类糖尿病。“只有激素类糖尿病，
才有可能恢复正常，联想到家中出现
大量激素类药物，以及高瑞森曾在费
县人民医院肾脏内科工作过，肾脏内
科很多肾病患者需要用到激素药物，
所以我前夫对激素类药物的性能非
常了解，而且对激素能导致的一切后
果是有认知的。”

刘畅说，作为一名医生，自己
对地塞米松这种药物也有一定了
解，“这种药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如
果突然停药，是可以致人死亡的。
在我出院过后，曾经有一天全身大
汗、直接昏倒过，还好我年轻，身体
素质较好，没有一命呜呼。”

此后，刘畅走上了漫漫维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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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
� � �有限公司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高新区
泰和二街123号负一层商业（游
泳池和健身房） 共计1853.05平
方米进行招租，本次招租标的物
概况具体详见成都市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dggzy.com
●成都艺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8789016）
遗失作废。

●四川洪辉阳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401��
13002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40��
113003谭媛媛法人章编号5101��
040113004；2019年7月3日均
遗失作废
●成都建工集团旅游有限公司

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都江堰市青城
山镇兴景路1-88号青城乐道
商业街9号楼(496.93平方米)商
业物业进行整体招租，本次招
租标的物概况具体详见成都市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
站：http://www.cdggzy.com

●四川承典防水保温工程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07MA6C807M7U营业执照正
副本 ，公章编号51010753073
79均遗失作废。
●中国铁路工会成都铁路局信
息技术所委员会原法人钟军印
章 （印章编号：51010601303��
05）遗失作废。
●蒋雪不慎遗失购买位于绿地
世纪城三期负一楼-1-1399号
车位收据 （收据号0113956，
金额2万元)声明作废
●武侯区时尚璀璨星服装店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101076007�
09466遗失作废

● 遗失声明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
合伙) 成都分所 (税务登记证
91510100MA65WDXK65) 不
慎将已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 :051001800104，发
票号 34312649-34312663)的
发票联；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代 码 :5100183130， 发 票 号
09012591-09012598、0896856
1) 的发票联和抵扣联遗失，特
此声明作废。
●成都品成科技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008146
023）印章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成都玖绘玖芝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财务章编码51010401269
47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109
688301账号128909188510701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小天支行，均遗失作废
●成都盛永强商务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60160�
261）、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
1060160262）、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60160263）、包超法
人章（编号5101060161788）
遗失，声明作废
●武侯区远恒电子产品经营部
公章（编号：5101079904856）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金跃鼎投资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1010�
7062432650公章编号5101075�
055469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
75055470郑伟法人章编号510�
1075055471遗失作废
●成都市今龙头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分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
本（510105551053125）国税、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
号：510105551053125）、公章、
财务章、王宏义法人私章，以上
证件均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翔威投资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 :
5101008830995)、 财
务 专用章 (编号 :
5101008830991)、 葛
显渠法人章 (编号:
51010� 08830996) 均
遗失作废。
●成都艾你爱你美容
服务有限公司上网公章编号
5101075386517财务专用章编
号5101075386518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75386519肖鹭娇法
人章编号5101075409374均遗
失作废

●成都市择美家具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0094934
8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程夏川2019年6月13日遗失
身份证， 身份证号码5101031�
96706132825，声明作废。

●成都桃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
15101067280526631) 副本；公
章 （入网号5101000114919);��
发票专用章(入网号510106993��
1352)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购买大量激素药，
牛奶有怪味

女子举报医生前夫投毒谋杀：

近期，一篇名为《实名举报费县医生长期
盗取医院大量药品，多次下毒谋杀妻子》的微
信文章在网上引发关注。

文中，作者自称是山东临沂市费县的一名
医生，名叫刘畅。她在文中写道，自己的前夫高
瑞森是费县梁邱卫生院儿科的一名医生，在两
人婚姻存续期间，她怀疑前夫往她日常饮用的
水和牛奶里注射激素类药物地塞米松，并导致
她被确诊为Ⅱ型糖尿病。事情发生近2年的时
间里，刘畅称自己一直在四处奔走申诉，但始
终因证据不足未能得到满意答复。

今年6月18日，经当地刑侦队审讯，高瑞森
承认对前妻刘畅用了一部分药品，打了10多天。

7月16日，网上出现疑似高瑞森本人的回
应，称这些药是用于治疗刘畅的腰椎间盘突出
症，且整个用药过程对方一直知晓。刘畅则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否认了这一说法。

在文中，刘畅写道：“直至今日，意图谋杀
我的高瑞森依旧逍遥法外，仍然在原单位稳稳
当当地做医生。”

费县梁邱卫生院一工作人员向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确认，该院确实有一个名叫高瑞森的
医生在职，“今天（7月15日）高医生请假了。”

7月16日，费县钟罗山派出所民警告诉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目前警方正在受案调
查阶段，将在进一步调查之后决定是否立案。

费县卫健局一名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向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确认，目前高瑞森本人仍
在正常上班，并确认去年卫健局确实对高瑞森
违规拿取药物的行为作出了停职7天和罚款
500元的处罚。

对于网上出现的疑似高瑞森本人的回应，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最早发布此文的微
博账号，对方称是一名自称高瑞森朋友的人向该
账号投稿，截至发稿，记者仍未能与这篇文章的
投稿者取得联系。

7月16日，网上出现疑似高瑞森本人的回应，称这些
药是用于治疗刘畅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且整个用药过程对
方一直知晓。

该回应文章称，自己从未在前妻（刘畅）饮用的牛奶和
水里下毒，一家人饮用的是同样的水源。在发现身体异常
后，每次去医院检查，高瑞森都陪同她，并且向医生反映了
曾使用激素类药物地塞米松的情况。而刘畅母亲所发现的
大量激素类药物，实际上是存放于前妻父母家中，因为两
人婚后一直居住于前妻父母家中。

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该文章称，是因为无法忍受刘
畅暴躁的脾气，其多次因为家庭琐事到自己单位来闹事或

“监视”，影响了自己的正常工作。
该文章写道：“2016年10月，刘畅因腰腿疼痛到费县

人民医院，经CT检查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文中解释，
此后高瑞森与刘畅商量后决定，在家用药治疗。

对此，刘畅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否认：“我是
2016年11月1日去医院检查才确诊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此
前从未确诊该疾病，且11月1日这次去医院检查，是因为
我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激素反应，感到疼痛，才决定去医院
的，也就是说，高瑞森给我用药早在此之前。”

刘畅称，她已经看到了网传的这份疑似高瑞森本人的
回应，认为里面说的内容大量失实。“他说在就诊期间，他
告知了医生我在使用地塞米松等激素类药物，但我当时的
就诊记录上没有出现‘地塞米松’4个字，证明他在说谎。”

刘畅对该文章中提到的“刘畅多次因为家庭琐事到我
单位来闹事”予以承认。她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自己只去闹过1次，原因是高瑞森“失踪”，她不得不去其
单位找人。

对于网上出现的疑似高瑞森本人的回应，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最早发布此文的微博账号，对方称此
文系一名自称高瑞森朋友的人向该账号投稿，截至发稿
时，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仍未能与这篇文章的投稿人
取得联系。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多次联系高瑞森本人，
截至发稿前也未获回复。 (文中刘畅系化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实习生 李禹盈
图据受访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与前
述微信文章作者取得联系，对方称
她正是此文中的当事人刘畅，目前
她仍是一名医生，还在正常上班，
并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确认
了文章是她所写。

在《实名举报费县医生长期盗取
医院大量药品，多次下毒谋杀妻子》
一文中，刘畅称前夫高瑞森今年30
岁，是费县梁邱卫生院儿科一名医
生，两人于2015年领证，2016年4月
17补办婚礼，2017年12月起诉离婚。

刘畅说，她与高瑞森的感情，
最初遭到了父母的反对。“我们是
偷偷领证的，后来我父母不得不同
意。”2016年6月，结婚两个月后，她
总觉得自己饮用的水和牛奶有味
道。“当时以为是牛奶过期了，还问
过丈夫是不是牛奶过期了，但是没
有往下毒方面想。”刘畅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2016年10月末，刘畅感到身体
不适，“全身疼痛不说，手脚还不时
抽搐，脸甚至都有些变大、变形。”
刘畅表示，症状继而又演变成“视
物模糊、腿部抽筋等症状，多饮多
尿、体重剧增，短短20天时间，我的
体重竟增加10多斤，腿部腹部皮肤
出现大量裂纹。”

这些症状无法查出病因，医生
怀疑，刘畅在短期内服用过大量激素
类药物，“医生怀疑我得了库欣病，一
种死亡率极高的耗竭性疾病。”

刘畅说，在经过山东当地多家
医院诊断后，她当时被确诊为Ⅱ型
糖尿病。“Ⅱ型糖尿病无法治愈，需
要终身服药，出院后，我以为我得
了糖尿病，开始长期服药，而我的
丈夫就这样看着我服药。”

但出院半年后，刘畅身体的各
项机能逐渐恢复正常，“就好像从
未得过这场怪病。”

她称自己突发“怪病”
曾发现“水和牛奶有味道”

医生丈夫提出离婚
家中发现大量激素类药品

刘畅自述，事后她曾向当地警方、卫健局等单位举报。
“费县公安局接警并做了登记，但我始终没有收到立案通
知书。”

刘畅提供的一份费县卫计答复意见书显示，经调查，确
认高瑞森存在违规拿取药物行为，其中，高瑞森在2016年3
月15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从梁邱中心卫生院购买
了81支地塞米松。2018年2月27日，费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对高瑞森作出7天停职反省、罚款500元的处理决定。

“后来，警方把高瑞森带去做了笔录，高瑞森说给我用
药是为了治疗我的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使用地塞米松是
属于不小心误用了药物。”

对于这个说法，刘畅不能接受。“如果用错了药物，那
我发病之后去医院检查时，医生多次问我有没有使用激
素，他全程陪同我，那时他为什么不说呢？”

7月16日，费县钟罗山派出所民警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目前警方正在受案调查阶段，将在进一步调
查之后决定是否立案。

费县卫健局一名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向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确认，目前高瑞森本人仍在正常上班：“我们不
能因为网上出现了舆情，就把一名医生停职，我们也在等
待公安的调查结果。”该工作人员确认，去年卫健局确实对
高瑞森违规拿取药物的行为作出了停职7天和罚款500元
的处罚。同时，该工作人员称，刘畅与高瑞森夫妻之间确实
存在矛盾，刘畅曾去高瑞森单位闹事。

疑似前夫本人回应疑似前夫本人回应：：
用药一事前妻知情
曾多次到我单位闹事

事件最新进展事件最新进展
警方正在受案调查
将在调查后决定是否立案

刘畅（化名）前夫高瑞森

刘畅皮肤出现裂纹

家中发现的大量药品

此前警方的答复意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