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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7日 ， 一则江苏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视频在网
络流传。20多天以来，这一侵害妇
女和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事件引
起社会高度关注。

正义不应缺席。中央要求，彻
底查明事实真相， 依纪依法严肃
追责。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在
丰县开展调查，采访多位当事人、
基层干部以及公安、 纪委办案人
员，追问事件真相。

她究竟是谁？
丰县位于江苏省西北角，隶

属徐州市。 事发后记者赶到丰县
欢口镇董集村， 这里处于黄泛区
冲积平原， 四周田野已经长出青
密的麦苗， 大部分劳动力外出务
工。

“杨某英”“杨某侠”“扬某侠”
“小花梅”“李莹”……关于“八孩
女子”的真实姓名与身份，疑点重
重，扑朔迷离。

记者在丰县看到 ，1999年节
育手术证明上用的姓名是 “杨某
英”，出生日期是“76年6月”；2011
年做的假身份证用的也是这个名
字。可结婚证上又是“扬某侠”，出
生日期为 “1969年6月6日”；2021
年欢口派出所为其办理的集体户
口与身份证， 登记姓名为 “杨某
侠”。警方调查认定，这些名字都
是同一个人， 是办证过程中任意
编造的。

那么， 患有精神障碍的她到
底是谁，来自哪里？徐州市公安机
关组织警力调查，江苏省公安厅、
公安部相继派人支援， 最终查证
其真实姓名是小花梅， 原是云南
省福贡县亚谷村人， 后嫁到云南
省保山市，1997年离婚后回到亚
谷村。

徐州市副市长、 公安局局长
王巧全向记者介绍， 警方查阅当
事人结婚登记档案时发现，“婚姻
状况证明”中有“福贡县亚谷村”
字样。语言专家通过辨识口音，发
现其所说方言为某少数民族语
言，并从其只言片语中得知“红旗
小学”等线索。经多方线索印证，
警方初步认定“杨某侠”来自云南
省福贡县亚谷村。

警方介绍， 办案人员前往亚
谷村，带着“杨某侠”的结婚登记
照片与现实生活照片， 与其他人
照片放在一起，供相关人员辨认，
发现可能是小花梅的线索。其后，
警方又找到小花梅的云南户籍底
册， 显示她于1977年5月13日出
生。

随后， 警方又据户籍底册和
调查走访的线索前往河南找到小
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光某英 （原
名花某英），并获得小花梅母亲遗
留衣物。2月9日、13日、20日，公安
部物证鉴定中心专家将从这些衣
物上提取的小花梅母亲生物检
材， 以及光某英和多位亲属的血
样，分别与“杨某侠”进行DNA检
验比对， 确认符合生物学亲子关
系或亲缘关系，认定“杨某侠”为
小花梅。

“杨某侠”是否为走失的四川
李莹？ 经江苏公安机关会同四川
公安机关将“杨某侠”与李莹母亲
进行DNA检验比对，排除生物学
亲子关系。 后经南京医科大学司
法鉴定所、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分别鉴定，认定“杨某侠”不是李
莹。

她遭遇了什么？
1月30日晚，记者在丰县一家

医院见到了小花梅及其大儿子。
只要大儿子一离开病房， 她就情
绪激动，立刻从病床坐起。

1999年7月，小花梅为董某民
生下大儿子 ，2011年至2020年间
又生下7个孩子。董某民称，大儿
子是接生婆接生的，老二、老三在
镇卫生院出生， 其余的孩子都在
家中分娩，多是他剪脐带。

一直在医院陪护母亲的大儿
子告诉记者，记忆中，妈妈一直有
病，但过去症状较轻，小时候还接
送自己上下学。最近两年，妈妈病
情加重。 董集村一位邻居受访时
说， 去年10月还看到小花梅披着
被子走来走去。

据董某民亲属和村民证人证
言、勘验检验、司法鉴定、书证、铁
链等物证以及董某民的供述 ，
2017年以来， 董某民在小花梅发
病时对其实施布条绳索捆绑、铁
链锁脖， 有病不送医治疗等虐待
行为。

2月2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对
犯罪嫌疑人董某民， 以涉嫌虐待
罪依法批准逮捕。

8名子女都是董某民和小花
梅生的吗？徐州市公安机关将8名
子女与小花梅、董某民进行DNA
检验比对， 得出结论：8名子女均
与两人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后
又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
进行DNA检验鉴定，结论一致。2
月20日， 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检验鉴定，结论仍然一致。

“八孩女子”身份确认后，警
方又顺藤摸瓜， 找到将其带出云
南的桑某妞。2000年12月，桑某妞
与其丈夫时某忠曾因其他拐卖妇
女儿童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和七年。警方介绍，桑某妞将
小花梅带到江苏后， 卖给了东海
县的徐某东。 小花梅在徐某东家
住了一段时间后不知去向。

2月2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对
犯罪嫌疑人桑某妞、时某忠，以涉
嫌拐卖妇女罪依法批准逮捕 ；对
犯罪嫌疑人徐某东， 公安机关已
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离开东海县后， 小花梅出现
在丰县欢口镇董集村。24年前，从
东海县到丰县200多公里这段路
程，她是怎么过来的？围绕小花梅
如何从东海县到丰县的问题，公
安机关展开深入侦查调查。 经进
一步审讯深挖，董某民交代，小花
梅是1998年6月其父亲董某更经
刘某柱（丰县欢口镇人）介绍花钱
买来。经审讯，刘某柱对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公安机关先后抓获霍
某渠、霍某得（二人均为丰县欢口
镇人）及谭某庆、李某玲夫妇（河
南夏邑县人）。据4人交代情况，谭
某庆、 李某玲夫妇在夏邑县骆集
乡经营的饭店内， 发现流落至此
的小花梅， 将其收留一个月后卖
给在饭店附近工地务工的霍某
渠、霍某得，二人将小花梅带回丰
县经刘某柱介绍转卖给董某更。
相关犯罪事实仍在深入侦查中。

谁失职渎职？
从1998年现身董集村到2022

年1月事件曝光，历经24年，小花
梅的悲剧为何没有被及时发现、
制止？

记者找到在欢口镇先后任镇
长、镇党委书记的徐善修。他反思
工作作风不实，称“之前没听到过
此事”， 任职5年没去过一次董集
村，只有一次在村边地头“站过”。
据纪委调查， 镇长邵红振虽然到
过董集村，但“只进村未入户”。

徐州市纪委工作人员2月1日
赶赴丰县，指导县纪委监委调查，
问询160多人次，收集的1998年以
来的相关材料达一米多高。 记者
通过走访群众、民警、纪委等了解
到，在这一事件中，县、镇、村三级

多人失职失责。
———严重违规，“结婚登记 ”

造假
2000年， 先是董集村村委会

会计邵某征明知小花梅非本村村
民、身份不明，违规出具婚姻状况
证明。随后，时任欢口镇民政助理
于法贞未按婚姻登记相关规定要
求双方婚检，在女方户口证明、身
份证缺失的情况下， 违规办理婚
姻登记 ， 并将结婚日期登记为
1998年8月2日。

———弄虚作假，“计生管理 ”
失控

1999年小花梅生下大儿子
后，采取了节育措施，2010年节育
措施失效。2011年生育次子后，董
某民以照料孩子为由拒绝本人采
取绝育措施。在其生育第三子后，
欢口镇为规避上级督查， 在两人
均未结扎的情况下参照已结扎管
理，致使超生管理失控。

———没有“进村入户 ”，特殊
群体排查“空转”

2017年， 丰县综治办对易肇
事肇祸精神病患部署开展排查，
要求相关职能部门“逐门逐户”了
解，每季度动态监测并上报。但欢
口镇综治办负责人、 派出所所长
等疏于职守， 未能及时发现小花
梅被铁链锁、 未得到治疗救助等
问题。

丰县县委书记娄海、 县长郑
春伟受访时均表示之前不知晓
“八孩女子”事件。“作为地方主官
我感到很愧疚。 这种愧疚将伴随
我的下半生。”娄海对记者说。

“只要有一个环节负责，‘八
孩女子’ 的问题就可能得到制止
和纠正。”徐州市纪委书记李文飙
沉重地对记者说。

事发后，丰县第一份通报草率
发布 “不存在拐卖行为”， 引发舆
情持续发酵， 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
查组通报， 经纪检监察机关审查
调查， 责令徐州市委和市政府作
出深刻检讨，对17名有关党员、干
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作出
处理。 因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
助、 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
失责， 给予县委书记娄海撤销党
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县委
副书记、 县长郑春伟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免去党内职务，责令辞去
县长职务。徐州市妇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高伟， 欢口镇党委书记徐
善修，欢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邵
红振等3人被纪检监察机关采取
留置措施。

事发后，江苏省、徐州市、丰
县三级党委和政府认真检讨反
思，在基层组织建设、妇女儿童权
益保障、 特殊群体救助关爱等方
面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 针对此
次暴露出的问题，近期，江苏省统
一部署，开展侵害妇女儿童、精神
障碍患者、 残疾人等群体权益问
题专项排查整治。

“对农村特殊群体缺乏保护
和关爱的现象见惯不怪、 麻木不
仁”“人民立场不稳不牢， 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时讲、 处处
讲，但在‘最后一米’悬了空、走了
样” ……丰县县委和县政府在反
思中表示。

近日，丰县开展常态化排查，
要求村（社区）干部每月走访辖区
所有家庭。

欢口镇党委副书记王广宇对
记者说，按照上级要求，对于建档
立卡低收入人口， 在脱贫后要进
行动态监测，“以前主要监测家庭
经济收入和物质保障， 今后要吸
取教训， 加强对生活方式和权益
保护的关注”。 据新华社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支持

符合条件的专科层次高职校试办
职业本科教育 ； 扩大 “职教高
考” 招录学生比例； 整合 “空、
小、 散、 弱” 学校， 优化中职教
育的布局结构……教育部2月23
日举行职业教育专场发布会， 将
通过系列措施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

2022年， 教育部将支持符合
条件的国家 “双高计划 ” 建 设
单 位 独 立 升 格 为 职 业 本 科 学
校 ， 支持符合产教深度融合 、
办学特色鲜明、 培养质量较高的
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升级部分
专科专业， 试办职业本科教育；
以部省合建方式 “小切口” “大
支持”， 遴选建设10所左右高水
平职业本科教育示范学校。 目前
全国专升本的比例已 达 20% ，
下一步将力争让更多职业学校
毕业生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
育。

自2013年教育部印发 《关于
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以来， 山
东、 江苏、 江西、 四川、 重庆、
福建、 安徽等地已开展 “职教高
考” 试点。 今年， 教育部将加强
考试制度和标准建设， 优化 “文
化素质+职业技能” 结构比例和
组织方式， 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
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学习方
式， 扩大职业本科、 职业专科学
校通过 “职教高考” 招录学生比
例， 使 “职教高考” 成为高等职
业教育招生， 特别是职业本科学
校招生的主渠道。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司长陈子季表示， 要推动建立
省级统筹、 综合评价、 多元录取
的 “职教高考” 制度， 改善学生
通过普通高考 “千军万马过独木
桥” 的问题， 使中考分流压力和
“教育焦虑” 得到有效缓解， 职
业教育中高本一体化培养模式基

本形成。
针对中职教育存在的办学定

位不适配、 办学规模大而不强、
办学条件缺口大等问题， 教育部
将推动中职学校多样化发展， 从
单纯 “以就业为导向 ” 转变为
“就业与升学并重”， 扩大贯通培
养规模， 打开中职学生的成长空
间 。 优化布局 ， 通过撤销 、 合
并、 转型、 托管、 土地置换、 集
团办学等措施， 整合 “空、 小、
散、 弱” 学校， 优化中职教育的
布局结构。 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
门实施 “中职学校办学条件达标
工程”， 实现2023年学校教学条
件基本达标； 会同相关部门实施
“优质中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
划”， 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具有示
范引领作用的优质中等职业学校
和品牌专业， 示范带动中职教育
质量总体提升。 用3到5年时间，
建成1000所左右的国家级优质中
职学校 ， 引导学生家长理性选
择。

此外， 教育部还将推动职业
教育数字化升级， 持续开发优质
数字教学资源， 分级遴选一批在
线开放课程； 指导各地制订本区
域 “十四五” 期间职业院校专业
布局结构优化调整方案， 扩大制
造业等重点领域， 家政、 养老、
托育等民生紧缺专业设置及人才
培养规模； 深入落实 《职业学校
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等措施， 让
职业教育 “有学头、 有盼头、 有
奔头”。

陈子季表示， 2022年是职业
教育提质培优、 改革攻坚的关键
年， 教育部门将在提高质量的基
础上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刻板
印象， 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让学生家长选择职业教育， 让用
人单位依靠职业教育， 逐步形成
“上学选职业学校、 技能提升找
职业学校” 的社会氛围， 树立职
业教育的好口碑。

新华社电 日前 ， 国家卫生
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
药局、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
局联合印发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管理办法》， 推动实现
不同医疗机构间的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 办法将于2022年3月1日起
施行。

办法共分为7章39条， 分别
从组织管理、 互认规则、 质量控
制、 支持保障、 监督管理等方面
对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
各项要求进行了明确。

办法对有关部门的职责进行
划分， 明确提出医疗机构应当按
照 “以保障质量安全为底线， 以
质量控制合格为前提， 以降低患
者负担为导向， 以满足诊疗需求
为根本 ， 以接诊医师判断为标
准” 的原则， 开展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工作。

办法中的检查结果， 是指通
过超声 、 X线 、 核磁共振成像 、
电生理、 核医学等手段对人体
进 行 检 查 ， 所 得 到 的 图 像 或
数据信息； 检验结果是指对来自
人体的材料进行生物学、 微生物
学 、 免疫学 、 化学 、 血液免疫
学 、 血液学 、 生物物理学 、 细
胞学等检验所得 到 的 数 据 信
息。

对于患者提供的已有检查检
验结果符合互认条件、 满足诊疗
需要的，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不得重复进行检查检验。

值得注意的是， 出现以下6
种情况，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可以对相关项目进行重新检查。
这些情况包括： 因病情变化， 检
查检验结果与患者临床表现、 疾
病诊断不符， 难以满足临床诊疗
需求的； 检查检验结果在疾病发
展演变过程中变化较快的； 检查
检验项目对于疾病诊疗意义重大
的； 患者处于急诊、 急救等紧急
状态下的； 涉及司法、 伤残及病
退等鉴定的； 其他情形确需复查
的。

在费用收取方面， 办法针对
不同情况进行分类要求 ： 检 查
检 验 结 果 满 足 诊 疗 需 要 的 ，
医 疗 机 构 按 门 （ 急 ） 诊 诊 查
收 取 相 应的诊查费 ， 不额外收
费 ； 检查检验结果符合互认要
求， 但确需相应检查检验科室共
同参与才能完成检查检验结果
互 认 工 作 的 ， 可 在 收 取 诊 查
费的基础上 ， 参照本院执行的
价格政策加收院内会诊费用； 检
查检验结果符合互认条件 ， 但
无法起到辅助诊断作用， 确需
重新检查的， 收取实际发生的医
疗服务费用。

此外， 办法明确了开展互认
工作的基本要求， 提出了可以重
新检查的具体情况， 并要求医务
人员加强医患沟通， 对于检查检
验项目未予互认的， 应当做好解
释说明， 充分告知复检的目的及
必要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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