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她是好久查出来癌症的？
刘池青：大概时间是2015年6月，她

查出了肺癌晚期，确实太打击人了，真的
觉得她的命有点苦，我们的孩子才一岁
多。查出来可能半个月，我决定带她去重
庆治疗，当时问她瘫痪的丈夫是否愿意
一起去，他说年纪大了，要落叶归根，想
回沙湾老家去，最后老家的亲戚把他接
回去了。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治疗？
刘池青：家里人有劝过我放弃，并不

是不想治她，这是癌症晚期，治疗费是个
无底洞，最终也难逃一死。但是说实话，
我没有想过放弃。一来我们有很深的感
情，二来她是我儿子的妈啊。她多活一
天，我就多爱她一天，她也给孩子多一天
的母爱，我不可能丢下她不管啊。

记者：后来怎么想到骗保的？
刘池青：为了给她治病，花了大概一

二十万，还欠下很多外债，她为此一直很
内疚。有一天她给了我一个中介电话号
码，我联系后花了3000元办理了一套假
资料，第一次成功骗到了 3.7 万多元，先
取出了一部分钱给喻桂芬买药治病。但
是，没想到不久她就去世了，我又取出一

部分钱为她料理后事。
记者：在她去世后为何还要再次骗保？
刘池青：其实，那次申请报账的资料

是在她去世前就办好了的。在去世前，她
说对不起我和我的家人，儿子还小，还欠
下那么多外债，让我再去骗点医保出来
还账。当时我的确也有私心，想再骗点出
来还债。但当时毕竟她人都已经不在了，
再拿资料去报账也很害怕被识破，内心
挣扎犹豫了半年多，直到2016年底，我才
拿着资料去医保局申请。

记者：你现在的婚姻状况是？
刘池青：去年夏天我又结婚了，对方

离异没带孩子，今年春节给我生了个儿
子，现在4个月大。我跟她（喻桂芬）的儿
子已经5岁了，我带着的。

记者：回过头来看，你后悔吗？
刘池青：只怪自己法律意识太淡薄

了，当时也存在侥幸心理。要是我坐牢
了，现在两个孩子怎么办？我真的很后
悔，不该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不过我曾
真爱过她（喻桂芬），这点绝不后悔。如果
能被宽大处理，以后我一定会遵纪守法，
好好生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记者：你和喻桂芬是如何认识的呢？
刘池青：2011年的时候，当时我在重

庆老家打工，跟朋友合伙买了一辆大车，
拉石头跑运输，后来生意不好便没做了。
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 QQ 上认识了
喻桂芬，是我主动加的她。

记者：当时知道她比你大18岁吗？
刘池青：一开始我们就简单地聊聊，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年龄，我24岁，她42岁。
当时她还在四川乐山沙湾老家，后来她去
新疆摘过棉花，去北京餐厅打过工，我们聊
天一年多，一直在QQ上保持联系。

记者：在聊天中你们产生了好感？
刘池青：是吧，我们两人都互有好

感，但是最初我也不敢有多的想法，一是
确实年龄差距有点大，二是我也没结过
婚。通过聊天，我也知道了她十分凄惨的
命运，她第一任丈夫在女儿刚出生不久
后就因车祸意外去世，而第二任丈夫比
她大10多岁，现因病长期瘫痪在家。

记者：你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刘池青：2013年春节，是我们第一次

见面，她来重庆玩了几天，后来我们又一
起去了她的沙湾老家。当时我就觉得她
操持这个家太恼火了，同情她的遭遇，同
情她的家庭，就想帮助她把这个家撑起，
决定在一起。当时问了她的儿子和女儿，
他们也都没有意见。

记者：这样的感情外界压力应该很大？
刘池青：肯定大啊，外面舆论的压力、

双方年龄的差距、自己父母的反对、对方
姊妹的质疑……这些我心里都非常清楚，
也都考虑过，但是还是下定了决心。很简
单，我就觉得她这个人很善良，感觉她与
世无争，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感情。

记者：你们在一起她丈夫怎么办？
刘池青：2013年5月，她怀了我的孩

子。那时她那边的一些亲戚还是不理解
我们，她怕我被打。两三个月后，我们就
从沙湾老家搬到了五通桥区牛华镇租房

居住，当时是把她瘫痪的丈夫也带了出
来，还有他的儿子一起，我一边上班一边
照顾他们。我们办了婚宴，但是没有扯
证。我把我的父母说服了，他们才同意。

记者：你知道她这行为涉嫌重婚吗？
刘池青：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考虑

过。我们想过让她跟瘫痪丈夫先离婚，
他们再名正言顺地结婚，但是男方亲
戚都不同意，生怕把他扔了不管。此
外，我们也去民政咨询过，她丈夫瘫痪
在家的情况下，离了谁来管，民政也不
支持离婚。

对
话
当
事
人

女方患癌 他铤而走险骗取医保

为给大18岁患癌同居女友治病

他诈骗医保3.7万元
他后悔：不该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他不后悔：我曾真爱过她

今年3月14日，乐山沙湾区医保
局一名工作人员报警称，此前在审核
异地住院费用单据时，发现沙湾区龚
嘴镇女子喻桂芬和其丈夫刘池青有骗
保嫌疑。

事情要追溯到2016年12月30日，
刘池青拿着一沓资料来到沙湾区医保
局报账。资料显示，喻桂芬于当年4月2
日至18日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住院治疗。不过工作人员在随
后的审核中发现，其发票、出院证、清
单等资料上所盖公章并不完全一致。

公章露出了马脚，医保工作人员
庚即对刘池青和喻桂芬二人递交的过
往报账资料展开进一步核查。通过向
医院回访核实，喻桂芬因为患肺癌晚
期，先后于 2015 年 9 月、11 月在医院
住院三次，两人前来医保局正常报销

了这三次的住院治疗费用。
不过，两人第四次报账显示的时

间2016年1月5日至17日，其并未在
该院住院治疗，但是已经成功报账
37025元。此次系第五次申请报账，涉
及金额 6 万余元，但从资料上显示的
住院时间看，喻桂芬也同样未在该院
住院治疗过。

随后，医保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联
系上了刘池青，他承认了喻桂芬最后
两次并未住院，并称钱已经全部用于
治病花光了，等有钱了再退回来。之
后，医保部门又多次与刘池青联系，但
是电话均无法打通，只好报警。

经过前期侦查，警方发现喻桂芬
已于2016年4月20日去世，而刘池青
大多数时间一直待在重庆老家。今年
6月3日，民警在重庆将刘池青抓获。

为了给患
癌症同居女友
喻桂芬（化名）
治病，他找人
办理了虚假的
住院手续，骗
取 医 保基金
3.7万余元。女
友去世后，他
再次骗保准备
归 还 治病欠
债，不料被识
破。6月3日，四
川乐山沙湾警
方在重庆将犯
罪嫌疑人刘池
青（化名）抓
获。目前，他已
被取保候审。

而这起骗
保案的背后，
却是一段相差
18岁的“爱情
故事”。近日，
记 者 对 话当
事人刘池青，
一 方 面 他为
自 己 的 法律
意 识 淡 薄铤
而 走 险而追
悔，另一方面，
他并不后悔曾
爱过喻桂芬。

事发 报账资料公章露马脚
男子涉嫌骗保被抓获

6月6日上午，当民警在看守所对
刘池青再次进行提审时，民警告知他
家人已经帮他退还了37025元的医保
基金，将为其办理取保候审时，他禁不
住掩面失声痛苦。

据刘池青介绍，2011 年时，24 岁
的他在网上和42岁的喻桂芬认识，在
聊天中，他得知喻桂芬的婚姻生活非
常不幸，第一任丈夫在女儿刚出生不
久后就因车祸意外去世，而第二任丈
夫因病则长期瘫痪在沙湾老家。

“一方面出于对她的同情，另一方面
也因为她十分善良，最后我们走到了一
起并同居。”刘池青说，他对喻桂芬是真
爱，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但天有不测
风云，2016年喻桂芬查出了肺癌晚期，他
将其带回了重庆老家的医院进行治疗。

据刘池青交代，为了治病花了很

多钱，还欠下很多外债，喻桂芬为此一
直很内疚，后来喻桂芬给他一个“中
介”的电话号码，他联系后花了 3000
元办理了一套假资料。在第一次成功
骗得3.7万多元后，他先取出了一部分
钱给喻桂芬买药治病。

遗憾的是，不久喻桂芬就去世了，刘
池青又取出一部分钱为她料理后事。“在
她去世前，她说对不起我和我的家人，儿
子还小，还欠下那么多外债，让我再去骗
点医保出来还账。”刘池青承认，当时他
的确也有私心，想再骗点出来还债。

据刘池青交代，第五次申请报账的
资料是在喻桂芬去世前就办好了，但是
他内心挣扎犹豫了半年多，“当时毕竟
她人都已经不在了，再拿资料去报账也
很害怕被识破，直到（2016年）12月30
日，我才拿着资料去医保局申请。”

缘起 相差18岁的“爱情”
为治病铤而走险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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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考试、培训，花上千元即可买
到各类“中”字头的“全国大赛”奖状、
职业技能证书。“新华视点”记者近日
发现，有人在网络大量销售证书、奖
状，且多涉及一家单位。针对这一现
象，一些地方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全国”“中”字头证书和奖状网
上大量售卖

“欢迎各位老师选购，证书网上
可查，价格亲民。”微信名为“博文科
技王老师”的朋友圈里，频频出现大
量奖状、证书的照片。“优质课件一等
奖”荣誉证书、“国家科技成果证书”
等看起来都颇有分量。

记者以中学教师的身份向“王老
师”咨询，被推荐购买了两个“全国大
赛”奖项证书：全国教育发展研究成
果大赛获奖证书和全国中小学创新
作品大赛获奖证书。

记者调查发现，网上有不少机
构或个人在售卖这类貌似权威的证
书和奖状。深圳一家名为圳莲教育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就在开展
这类业务。记者通过微信联系，对方
发来一段视频，展示了几十本蓝色
封皮、封面印有国徽的“专业人才技
能证书”。

记者在该公司的宣传网页上发
现，这些专业人才技能证书多达466
个品类，包括母婴护理师、小儿推拿
师、亲子早教师、针灸师、正骨整脊
师、汽车检测与维修师、美容保健师、
行政总厨、自闭症疗愈师、质检师等
专业类技能证书。

记者查看这些机构发来的证书
照片，发现都与一家名为“中国管理
科学研究院”的机构有关。“王老师”
提供的证书照片，盖有“中国管理科
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和“大赛组委会”公章。“王
老师”表示，证书上的章确实是中管
院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自己
所在的四川博文网络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只做中心下发的证，还发来查询
证书编号的“大赛组委会”网站链接。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目前，
全国多地出现以中管院下属机构名
义卖证书、奖状现象，涉案人员众多。

不用培训、参赛，交钱就能拿证

获得如此“权威”的证书只需交
钱。“不用考试”“不需要提供什么材
料”“我们是直接下证的”……证书卖
家均如此表示。

记者表示想要“全国教育发展研

究成果大赛获奖证书”，“王老师”说，
费用 1200 元，提供题目、获奖类型、
教师姓名、申报单位、获奖时间和等
级就可以了。

深圳圳莲公司工作人员也告诉
记者：不用考试，只需提供身份证正
反面和照片，交 1380 元就能拿到培
训证书。先付 380 元定金，出证后再
付尾款即可。

记者调查发现，购买证书的除了
个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培训机构。
四川一家卖证公司的负责人称与一
些培训机构合作，他们负责办证，培
训机构负责组织培训和颁发证书。

该负责人表示，培训机构可以开
展培训，也可以直接卖证。证书价格
由人数来决定，市面价一般要 1980
元，但机构购买800元就可以，30人以
上的话还可以便宜一些，只要600元。

中管院：个别内部单位靠卖牌
子、卖证书敛财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
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
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
属于违法行为。

记者查询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局网站发现，中管院登记为国家事
业单位，其举办单位是中国旅游文化
资源开发促进会，登记住所为北京西
城区月坛南街新华大厦1226室。

记者来到新华大厦发现，12 楼
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大厦前台人员告
诉记者：“这里从来没有一家叫作中
管院的单位。”记者几经辗转，终于找
到中管院办公处。

中管院常务副院长卢继传说，中
管院是自收自支的国家事业单位，下
属多个研究所（中心）收入主要靠咨
询培训。他表示，近年来，有个别内部
研究所（中心）搞歪门邪道，靠卖牌
子、卖证书敛财，但也有机构冒充中
管院名义行骗，目前收到群众举报的
有10家左右。

记者向卢继传求证网络买卖的
“专业人才技能证书”的问题，他表
示，中管院学术委员会以自己名义合
作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这个确实存
在，证书上的章也是中管院学术委员
会的章。不过，深圳这家公司把证书
拿到市场流通，这是不对的。中管院
学术委员会在程序把关上有问题，具
体的培训范围和收费标准都没有到
中管院进行备案。目前，项目已经全
部叫停，正在进行检查。

（据新华视点）

成都开通
直飞罗马航线

22 日凌晨，四川航空成都
—罗马航班从成都双流国际机
场起飞，这是成都与罗马之间
的首条定期直飞航线，飞行时
间约11小时。

记者了解到，成都—罗马航
线每周二、四、六各一班，采用空
客A330执飞。去程航班02：00从
成都起飞，07：25抵达罗马，飞行
时长约为 11 小时 25 分钟；回程
航班 13：25 从罗马起飞，次日
05：50 抵达成都，飞行时长约为
10 小时 25 分钟（以上时刻均为
当地时间）。

意大利是最受我国游客喜欢
的欧洲旅游目的地之一，2019年
前往意大利游玩的中国游客预计
比2018年增加100万人次。

（据新华社）

“中”字头证书和奖状 千元就能买
谁是“神秘”卖家？ 乐山一家三代

4口人死在化粪池
疑似沼气中毒

6 月 22 日下午，四川省乐山
市沙湾区发生一起惨剧：一家三
代 4 口人死在自家化粪池，疑似
沼气中毒。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事发地点位于沙湾区碧山乡
江红村3组。6月23日上午，村组
道路上围满了群众，村民王有顺
（音）家正在出殡，很多村民自发
前来帮忙，对他们一家的遭遇表
示惋惜。

据多位村民介绍，今年60多
岁的王有顺是养猪大户，建有两
间养猪场。当天下午，他在化粪池
抽粪，女儿回来后发现父亲倒在
了化粪池，前去营救也遭遇意外，
之后他的女婿和外孙也在化粪池
遭遇不测。

“他的外孙才十二三岁，昨天
是周末没有上学，实在是太可惜
了！”村民遗憾地说，估计是沼气
中毒，没想到一家人全没有了。

据沙湾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介绍，事发后，当地警方已经及时
介入调查，初步结论是意外，但具
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还没
最终定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男子捡拖鞋
坠下10米高大渡河堤
警民拉绳齐救援

6月22日21时许，四川省乐
山市沙湾区大渡河畔，一名男子
在捡拖鞋时，不慎坠下 10 米高
的河堤。危急关头，公安民警、消
防员和市民一起用绳子将其拉
了上来。

当晚21时16分，沙湾区公安
分局沙湾派出所接到报警，在沙
湾城区韩王路口河边上有人落
水。值班民警立即驾驶警车前往
现场，由于最近两天下雨，如果大
渡河涨水，将给救援带来很大的
难度，民警赶紧同时联系了 120
和119。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周围
没有路灯，便利用手电筒的灯光
确定了被困男子位置，大渡河水
面距离岸上约10米高，男子正在
水里死死抓住河边杂草。“你不要
怕，民警和消防员都来了，马上下
来救你。”民警朝男子喊话，“你一
定要抓紧，坚持几分钟就好了。”

随后，赶到的消防员采取绳
降的方式，快速下到水里后将绳
子栓子该男子身上。在民警和消
防员将该男子往上拉时，出现了
感人的一幕：周围的几名群众自
发前来帮忙拉绳子。“1、2、3！1、2、
3！1、2、3！”大家喊着整齐的口令，
成功将落水男子拉上岸来。

据民警了解，落水男子任某
某，与妻子谭某在河堤散步时，他
穿的一只拖鞋掉到了河堤护栏
外，他便翻越护栏捡拖鞋，不料脚
没有踩稳，径直跌落大渡河中。

不过，幸运的是，获救的任某
某经检查并无大碍。23 日，谭某
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当时她和丈
夫正在河边人行道上追逐玩闹，
他的拖鞋不小心就飞到了护栏
外，没想到在捡拖鞋时就掉下去
了，当时她都吓懵了，还是路过的
好心人帮打了报警电话。

对于大家的救援，谭某连声
表示感谢，虽然丈夫会游泳，但当
时他在水里也束手无策，但幸好
当时水流并不大，也多亏了大家
及时施救。

张银凤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顾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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