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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香对张连明实施诈骗的意图并不知晓，仅是
居中介绍田某与张连明认识……她没有与张连明一
同骗取田某140万元，也未分赃 日前，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工
作的通知》。通知要求2021年底前，各省份
60%以上的县至少有1家普通门诊费用跨
省联网医疗机构，各统筹地区基本实现普
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在2022年底
前，每个县至少有1家定点医疗机构能够
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服务。

通知明确，2021年底前，对于高血压、
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
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个群众
需求大、各地普遍开展的门诊慢特病，每
个省份至少有1个统筹地区实现相关治疗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在2022年底前，基本
实现上述5个主要门诊慢特病的相关治疗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统筹地区全覆盖，推进
其他门诊慢特病的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或线上零星报销。

目前，全国29个省份的219个统筹地
区启动了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通
知提出要扩大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覆盖范围，确保2021年底前所有省份、
所有统筹地区作为参保地和就医地双向
开通，符合条件的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
保参保人员能够在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实
现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通知要求，持续优化异地就医备案线
上服务。已上线国家异地就医快速备案和已
自助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省份，力
争在2021年6月底前实现统筹地区全覆盖。
未上线省份统筹推进系统改造和联调测试，
尽快开通相关服务。2021年9月底前，全国所
有统筹地区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提供统
一的线上备案服务。 据新华社

据网友爆料称，5月3日，有驴友非法
穿越秦岭“鳌太线”，多人失联。5月6日上
午，参与救援的陕西曙光救援队秘书长陈
昫同告诉记者，他们参与了三起救援。这
三起救援中，目前一人失踪、一人遇难，还
有两个人已经确定位置，正等待救援。

据陈昫同介绍，5月4日，陕西曙光救
援队接到很多寻求救援的电话，并于当晚
进山参与救援。目前，他们正准备去救援
两位50多岁的女性驴友。“她们给我们发
了坐标，我让她们原地等待救援，目前还
不知道两人的具体情况。”

陈昫同称，另外一起救援中，一位女性
驴友在与其他三位驴友一同穿越途中失
温，同行者遂决定其中两人继续前行、留下
一男子陪她下撤。下撤过程中，过太白河时
该女性驴友被卷入河中，5月5日上午已经
在河道里发现她的遗体，确定遇难。

“现在有些队伍已经出去了，我们参
与的三起，目前一人失踪、一人遇难，还有
两个人已经确定位置，正等待救援。”陈昫
同说。

在陈昫同看来，此次多位驴友失联，
主要原因是5月2日全国范围内出现雷电
大雨，“鳌太线”突发冰雹、大雾等极端天
气，好多队伍没有经验，准备不充分，所以
出事了。

据陕西省眉县黄柏塬派出所王警官
介绍，2018年4月16日，陕西太白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陕西省森林公安局第
二分局发布禁止“鳌太穿越”的公告，非法
穿越“鳌太线”要接受3000元的行政处罚，
但还是会出现驴友自己走野路和让当地
村民带领穿越的行为。

公开信息显示，“鳌太线”是纵贯秦岭
鳌山与太白山的主山脉，太白山为秦岭山
脉主峰，海拔3767米；鳌山是第二高峰，海
拔3477米。两山之间的徒步穿越路线，是秦
岭山脉最高的一段主脊，也被称为“中华龙
脊”。多年来都曾有驴友因穿越“鳌太线”发
生事故，2018年陕西眉县和太白县曾发布
联合公告，全面禁止穿越“鳌太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潘俊文 实
习生 李晶晶

国家发展改革委6日宣布，近期，澳大
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
识形态偏见，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
交流合作的举措。基于澳联邦政府当前对
中澳合作所持态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
自即日起，无限期暂停国家发展改革委与
澳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
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据新华社

“啃老族”是舶来品，它的前身
叫“袋鼠族”，形容大学毕业后不愿
意就业，以薪水少等为理由，仍依赖
父母的年轻人，就像袋鼠宝宝一样
无法自立。

随着社会转型加速，家庭结构变
迁，中度老龄化社会不期而至，啃老
出现大转向：人过中年的父母们越来
越粘着孩子，在情感上、心理上、身体
上都依恋孩子。他们干预孩子择业和
择偶，不希望孩子工作生活在离家太
远的地方。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呼唤

“鹰还巢”，新的“粘小”趋势来临。

“包办”家长增多

“一毕业就叫我回老家去，让我
在家乡找工作，可我想在北上广深
闯荡一下。”“老家的房子都买好了，
还给我安排了相亲对象，可我不想
二十几岁就安顿下来，过一眼望到
头的生活。”以往被人们责怪啃老的
年轻人，如今在网上经常抱怨的话
题，却是嫌弃父母管得太多太宽，替
自己安排好了人生，事事大包大揽，
就希望孩子毕业回老家，进体制内

工作，找门当户对的对象。
二三十岁离开父母出去求学，

毕业后在大城市闯荡一番，做出一
些成绩证明自己，已是当代年轻人
的普遍想法。然而，越来越多的父母
更希望孩子能在身边，不希望孩子
吃太多的苦。“包办”的家长与自我
意识觉醒的孩子之间冲突不断。有
的家长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
花费在孩子身上，把全部情感寄托
在孩子身上，甚至充当全天候保姆，
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

父母若真心爱子女，就要培养
孩子的独立能力，为孩子的长远发
展谋划，放手让他们自力更生，而不
是事事包办。一味“粘小”的父母，或
许该反思，如何给孩子自由发展的
空间以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如何
让孩子学会走自己的路，成为有担
当的新一代。同时，父母应更多地关
注自己的感受，培养自己的兴趣爱
好，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独生代现象催生“反向依赖”

啃老向“粘小”转向，与当今社

会家庭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初步
测算，我国独生子女数量近2亿，最
早一批出生的独生子女现在已过不
惑之年，而他们的父母，都已是花甲
老人。

父母渐老，孩子还小，中国第一
代独生子女的赡养危机渐渐到来。
北京大学人口学者穆光宗曾在一份
调查中，为独生子女家庭打上了“高
风险”标签，这种风险来源于“唯一
性”。曾经的中国家庭讲究“四世同
堂”“子孙绕膝”，如今这种金字塔结
构已经颠倒，独生子女家庭的“高风
险”在于它的结构是最不稳定的倒
三角构造，全部的重心都落在独生
子女身上。

尤 其 是 当 下 我 国 典 型 的
4-2-1家庭阵型，两个独生子女家
庭的结合，让夹在中间的夫妻二人
处于最尴尬的位置，既要赡养父
母，又要养育孩子。幼时你陪我长
大，现在我却没时间陪你养老；长
时间漂泊在外，让父母忍受思念儿
女的苦，待在父母身边又没有办法
更好地发展事业、赚钱养家。对于

独生子女来说，这已成为难以回避
的矛盾。

独生代现象还强化了“亲子一
体化”心理。由于只有一个孩子，过
度的“爱”导致父母对子女产生了

“反向依赖心理”——如果子女不依
赖他们，他们就感到失落。因此，不
帮子女操办婚礼、不给子女出钱买
房、不给子女带孩子，就心里不舒
服。独生子女渴望成就自我与父母
期待陪伴之间的落差貌似很难弥
合，“粘小”也最容易出现在这种家
庭中。

用社会化养老纾解“粘小”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
化，而4-2-1倒金字塔型家庭结构
和陆续进入退休年龄的空巢父母，
无疑加重了养老问题的严峻性。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小
病不愿说，大病瞒着说”成为一些老
人晚年生活的写照。今年的全国两
会上，一位人大代表建议“增加独生
子女看护假”瞬间冲上热搜。即便这
个建议成为政策，20天的看护假也

只是杯水车薪，只能起到缓解作用，
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专家们预计，未来5至10年，大
多数住院的老年病人的子女都是独
生子女。因此，从公共医疗的角度来
说，建立完善的护工机制，大力推广
居家养老，提供社区长者食堂等普
惠养老服务，不但可以有效改善独
生子女赡养父母难的局面，让广大
独生子女后顾无忧专心于事业，还
能让老年人提高生命质量，安享幸
福晚年。

此外，父母们也要从根本上转
变亲子观念，适时切断连接亲子两
代人的“心理脐带”，扭转“亲子一体
化”心理，做到与成年子女“心理断
乳”。即使亲情再浓，两代人仍是彼
此独立的人。尊重亲子之间权利与
责任的边界，做好独立养老的心理
准备和物质准备，不把所有希望寄
托到子女身上，学会独立自主地安
排好自己的晚年生活，让“光景不待
人”“盛年不重来”的老年生活转为

“东隅虽已逝，桑榆仍非晚”。
据半月谈

托关系“捞人”被骗140万
假掮客因诈骗罪获刑10年

年轻人不“啃老”，父母却要“粘小”？

第一代独生子女赡养危机来临

国家发改委：
无限期暂停中澳

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两部门要求
加快推进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驴友穿越“鳌太线”遇难
另有两人等待救援
官方：禁令下仍有人非法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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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水区法院判决，王秋
香被抓后供述称，她向田某介
绍张连明是其兄弟，认识检察
院的人，有啥事让他们自己
聊，具体她没参与。庭审中，王
秋香及其辩护律师均提出，王
秋香不构成诈骗罪。

金水区法院认定，王秋香
在张连明实施诈骗过程中，积
极参与介绍张连明和被害人
认识，为张连明诈骗他人钱财
提供帮助，其主观上和张连明
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钱财的
共同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共
同虚构事实、骗取被害人钱财
的行为，应按照诈骗罪的共犯
对其定罪量刑。王秋香系从
犯，对其应减轻处罚。

记者注意到，检方指控王
秋香还涉嫌另一宗诈骗犯案。
2014年11月，冷义（另案处理）与
其父亲冷中山、王秋香等人虚构
冷中山是国家某部委高官，以帮
助被害人陈某军办理国家某部
委线人证及帮助张某坤办理取
保候审为由，分多次骗取被害人
515万元。赃款未能追回。

金水区法院认定，公诉机
关指控的上述第二起诈骗犯罪，
仅有被害人陈述及辨认笔录，无
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公诉机关的
指控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最终，金水区法院以王秋
香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5年，并处罚金5万元。宣判后，
王秋香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请求改判她无罪。

二审中，王秋香及其辩护
人辩护称，王秋香对张连明实
施诈骗的意图并不知晓，仅是
居中介绍田某与张连明认识；
她称张连明是中纪委领导的
干儿子，是对张连明身份的真
实陈述，未谎称冷中山是国家
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不存在虚
构事实的行为；她没有与张连
明一同骗取田某140万元，也
未分赃。

二审法院认为，王秋香积
极介绍田某与张连明认识，与
张连明一起向被害人承诺可
以办好黄某某取保候审事宜。
同时，王秋香还虚构冷中山系
国家某部委工作人员的身份，
增加了被害人对其及张连明
能力的信任，使被害人产生错
误认识而交付钱财。张连明、
王秋香在收取被害人140万元
后，未履行其事先承诺事项，
且在被害人要求退还款项时，
仍虚构事实予以拖延。王秋香
的上述行为对张连明的诈骗
行为起到了帮助作用。

二审法院裁定称，王秋香
是否分得赃款，系共同犯罪的
被告人内部对赃款的处分，不
影响对其构成诈骗罪的认定。
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高鑫

田某被喊去北京饭店参加一个
“高端饭局”，桌上张连明向他介绍有
“中央领导的秘书”“中纪委”“军委领
导”等，由此他便深信对方能帮忙“捞
人”，不久即被骗走140万元。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判决显
示，案发后，张连明因犯诈骗罪被判刑
10年，而介绍田某与张连明相识的王
秋香，也因涉嫌诈骗被抓。今年1月20
日，金水区法院一审判处王秋香有期
徒刑5年。法院认定，王秋香在张连明
实施诈骗过程中，积极参与介绍张与
被害人认识，实施了共同虚构事实、骗
人钱财的行为，系共同犯罪中的从犯。

宣判后，王秋香提出上诉。4月1
日，郑州市中级法院二审驳回了王秋
香的上诉，裁定维持原判。不过，王秋
香对二审结果不认同，将向河南省高
院申诉，请求宣判其无罪。

据金水区法院一审查明，2013年8
月，被害人田某为办理黄某某取保候审一
事，通过被告人王秋香、冷中山（另案处
理）认识了张连明（已判决）。王、冷二人向
田某虚构张连明是“中纪委领导”的干儿
子，有能力为黄某某办理取保候审的
事，并谎称冷中山是国家某部委的工作
人员，且已经找到河南省检察院的人
员帮忙办取保候审，骗取田某140万元。

金水区法院在判决中摘录了田某
的陈述。据田某回忆，2013年8月，黄某
某因受贿被刑拘，他受人之托找关系来
为黄某某办理取保候审。田某等人在朋
友带领下，见到了冷中山和王秋香。田
某描述，冷、王二人通知张连明过来，介
绍对方是国家某部委的工作人员，其干
爹是“中纪委”某个领导，张连明也表示
给黄某某办取保没有问题。

田某说，见面的当天晚上，张连明让
其和冷中山陪他一起参加一个饭局，顺
便让其了解一下他的能力。他们三人一
起来到北京饭店一包间，张连明介绍此
包间是中央领导接待外宾专用，一般人
不接待。据田某描述，这个饭局来的有20
多人。桌上张连明向其介绍，有“中央领
导的秘书”“中纪委”“军委领导”等。第二
天，张连明对其讲，已经和领导沟通过
了，这事没问题，让准备取保金150万元。

几天后，按照之前约定，冷中山、王
秋香、张连明等四人来到郑州。张连明
说，已经和检察院领导沟通过了，让先
付取保金150万元，田某嫌多，冷中山和
王秋香说都是熟人，先交140万元，需要
交现金。田某回忆说，张连明看到钱在
茶几上放着，说检察院的人已经协调好
了，一星期左右人就可以出来，后来张
连明说找到相关领导，10月24日办好取
保，后因事情一直未办成，他与张连明
失去联系，就去北京找冷中山和王秋
香，二人也不接电话，他便报了警。

饭局

被告上诉

王秋香是否分得赃款，系共同犯罪的被告人内部
对赃款的处分，不影响对其构成诈骗罪的认定。驳回
其上诉，维持原判

“牵线人”的罪与罚：
诈骗共犯，获刑5年

张某琦说这件事由其负责办理张某琦说这件事由其负责办理，，先让对方交先让对方交6060万元定万元定
金……金……肯定不会超过肯定不会超过140140万元万元，，不会让其白忙不会让其白忙，，大家都有钱赚大家都有钱赚

据田某描述据田某描述，，这个饭局来这个饭局来
的有的有2020多人多人。。桌上张连明向其桌上张连明向其
介绍介绍，，有有““中央领导的秘书中央领导的秘书”“”“中中
纪委纪委”“”“军委领导军委领导””等等

生意

法院驳回

骗
局

陕西曙光救援队搜救现场 受访人供图

记者注意到，张连明因犯诈
骗罪，已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10万元。法院判决中记
载了张连明在侦查阶段对此事的
供述。

张连明供称，2013年夏天，王
秋香带着她老公冷中山及田某等
人，在一家饭店的茶座与他见面，
当时邹某东也在场。王秋香提出想
让他帮忙给黄某某办取保。他说办
不了这事。邹某东将他拉到门外说
这事能办，让他把事情接下来。然
后，他告诉王秋香等人可以办，对
方说愿意出140万元办事。

据判决书中记载，张连明供
述称，大约三天后，他和王秋香、
冷中山、张某琦先后到郑州，张某
琦说这件事由其负责办理，先让
对方交60万元定金，事情办得差
不多，再谈具体给多少钱，肯定不
会超过140万元，不会让其白忙，
大家都有钱赚。

张连明被抓后回忆，第二天
中午，田某把60万现金给王秋香，
王秋香现场交给他，他拿着60万
现金回到自己房间给了张某琦，
张某琦让等消息。其余80万元，田
某转账到他户名的银行内，他给
王秋香转账30万元，回京后又给
邹某东转账20万元，剩下的30万
元还了自己的信用卡。此后，张某
琦和邹某东都联系不上，他也更
换了手机号。

金水区法院对王秋香作出的
判决中记载了邹某东对此事的回
忆。据邹某东供称，他是事后从张
某琦、张连明处得知，张连明给了
张某琦60万元。邹某东供述中还
提到，他知道王秋香、冷中山是专
门帮人跑事的，张连明也说过能
够从他们那里接单，在北京找关
系把事情处理了就能赚钱。张连
明曾向他介绍其干爹是“中纪委”
的工作人员。

郑州市中级法院二审裁
定驳回王秋香的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