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被告人
张淑侠在渭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庭
审现场。新华社发 ◎ 责任编辑 孟姣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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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富平县产科医生贩卖婴儿案30日
上午一审开庭。 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没有成
为2013年的“烂尾新闻”令人欣慰，但它带给
人们的思考显然不会因一年时光走完而终
止。

众所周知， 由于肩负着特殊的责任与信
任，医生、教师等职业的道德操守往往被视
作社会道德的“底线”。 富平县产科医生张淑
侠竟然依仗人们的信任贩卖婴儿，严重抹黑
了人们对“白衣天使”的认知。 张淑侠应当知
道，她挥霍的不仅是个人品行 ，更有医护人
员的职业名誉和形象。

医生手中有人命关天， 医德应当被放在
比医术更为重要的地位。 富平贩婴案的最大
警示意义或许在于，医德的重要性如此迫切
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将长期以来医院里屡禁
不绝的“红包”“回扣”问题推到了极致。

富平贩婴案击伤的还有人们对公立医院
及其监管部门的信任。 作为我国医疗服务体
系的主体，公立医院的医德水准、职业操守、
技术规范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息息相关。 然
而在这一案件中，涉案医院及相关职能部门
的监管漏洞显而易见。 张淑侠何以在被免职
后又被“带病提拔”？ 本应规范严密的新生儿
服务流程为何被人钻了空子？ 医院的助产士
为何可以随意更改孕妇病历？ 卫生监管部门
何以对持续数年的不法行为毫无察觉？

庭审过程中张淑侠坦承，“自己并没有按
照医院相关规定处理被弃婴儿”。 历史没有
假设 ，但人们坚信 ，如果事发医院及其监管
部门能够严格管理， 悲剧便不会一而再、再
而三地上演。

富平贩婴案还提醒人们， 仅凭医院的一
纸诊断书便自愿放弃亲生骨肉，折射出了百
姓家庭面对有缺陷新生儿的无奈与苦楚。 建
立和完善医疗救助体系，或许是避免此类案
件的有效之举。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陕西省卫生系统已
就各级医疗机构中医德医风建设存在的漏
洞进行全面查找 。人们期待 ，越是受人信任
和敬重的职业， 越能够时刻高悬自律之剑，
守住社会的良知与正义； 职能部门的监管、
排查不再是一阵风，而是成为切实有效的制
度措施并落到实处 。人们更期待 ，富平贩婴
案是医疗行业重塑形象的开始，也成为悲剧
的结束。 （新华社西安12月30日电）

从“白衣天使”到“贩婴黑手”
———陕西富平“贩婴链条”曝光

■新华时评

产科医生
贩婴案的警示
新华社记者 陈晨 梁爱平

在舆论关切中， 陕西
富平医生贩婴案在岁末开
庭审理。30日上午9时，陕
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原
产科医生张淑侠站在了陕
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审判席上。庭审历时约6
个小时，将择日宣判。在当
日庭审中，一条涉及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等省的
“贩婴链条”逐步显现。

尽管一再为自己的行为开脱， 但篡
改病历、 在不能确定孩子有缺陷的情况
下便劝说父母放弃、 有偿贩卖等行为，
已经让张淑侠触犯了法律的“高压线”。

随着庭审的深入， 一条涉及陕、 晋、
豫、 鲁4省的作案链条渐渐清晰。

———劝说家属放弃婴儿。 在6起案件
中， 产妇的家属与张淑侠多是“熟人”
关系。 出于对她医术和人品的信任， 当
张淑侠说“产妇有传染病”、 “孩子畸
形”、 “花大钱也治不好病”， 并劝说他

们放弃孩子时， 产妇及家属都对其深信
不疑， 甚至心存感激。

———掩人耳目抱出医院。 “我是医
院的技术权威， 我说的话他们都相信。”
张淑侠在法庭上供述道， 和她一起工作
的其他医生和助产士对她言听计从， 还
为她修改病例、 违规从医院抱出婴儿打
开方便之门。

———联系同伙卖出婴儿。 将婴儿骗
到手后， 张淑侠便将孩子卖给她的下
线———山西省临猗县的潘某某。

———寻找“买家” 二次贩卖。 潘某
某在付给张淑侠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
酬劳后， 便从张淑侠处将婴儿带走， 然
后寻找“买家” 加价贩卖婴儿。

根据张淑侠的供述， 自己与潘某某
相识于一次门诊治疗， 得知其儿子儿媳
无法生育， 便想帮助潘某某要一个孩
子， 而医院也确实有父母主动放弃孩子
的情况存在。 直到最后， 她都没有意识
到自己是在犯罪， 只是认为在“做善
事”。

跨省作案链条曝光

55岁的张淑侠是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
妇产科原副主任医师， 也是该县远近知名
的产科权威， 原本在今年10月就当“光荣
退休”。 然而， 一起报案揭开了她不为人
知的另一面。

今年7月20日， 陕西富平警方接到产
妇董某某的丈夫来某某报案， 怀疑新生
婴儿被妇幼院医生张淑侠拐卖。

“7月16日晚上7点多我媳妇进入产
房， 两个多小时后生下儿子”， 来某某
说， 在这段时间里张淑侠曾从产房出来
告诉他， 他的妻子是乙肝“小三阳”， 又
有梅毒， 建议不要这个孩子了， 因为孩
子生出来后会危害社会， 也不能上学。

当晚， 张淑侠将男婴抱回家中， 打
电话联系山西省临猗县的潘某某。 7月17
日凌晨3时许， 潘某某和其子崔某驾车来
到张淑侠家中， 以21600元的价格将男婴
买走带回家中。 其后潘某某经王某某和
黄某某介绍， 潘某某丈夫崔某某从旁协

助， 在其家中以59800元的价格将婴儿卖
于河南省内黄县梁庄乡后河村的朱某某。

8月5日， 该男婴被富平警方解救并
送还来某某、 董某某夫妇。

公诉方的起诉书显示， 张淑侠和该案
其他的几名犯罪嫌疑人以类似的作案手段，
从2011年11月至2013年7月， 共作案6起，
贩卖7名婴儿， 并致一人死亡。 其间， 张某
获利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除来某某夫
妇的儿子外， 还有以下6名婴儿被拐卖：

———2013年5月29日， 王某某所生的
双胞胎女婴。 潘某某以30000元的价格从
张淑侠处将两名婴儿买走带回家中。 其
后潘某某以46000元的价格将其中一名女
婴卖于山东省巨野县的任某某夫妇， 另
一女婴寄养在潘某某亲戚家。 后两名女
婴均被解救并送还王某某一家。

———2013年4月某天， 黄某某所生的
一名女婴。 潘某某从张淑侠处以1000元
的价格将女婴买走带回家中。 后该女婴

死亡被抛弃。
———2013年2月28日， 武某某所生的

一女婴。 潘某某以20000元的价格将该女
婴买走。 其后以46000元的价格将该女婴
卖于河南省滑县大吕庄村的和某某夫妇。
该女婴已被解救并送还武某某家人。

———2012年4月某天， 贺某某所生的
一名女婴。 潘某某以20000元的价格将该
女婴从张淑侠处买走， 张淑侠将其中
15000元交予贺某某的丈夫。 后因女婴家
人反悔， 张淑侠让潘某某将女婴送还贺
某某亲属。

———2011年11月某天， 尚某某所生的
一名男婴。 潘某某以47000元的价格将该
男婴卖于山东省巨野县独山镇烟王村的王
某某、 吕某某夫妇。 该男婴已被解救。

渭南市检察院认为， 张淑侠的行为
触犯了刑法规定，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
确实、 充分， 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2年间作案6起 贩卖7名婴儿

这6起贩婴案形成节节相扣、分工明
确、手法熟练的作案链条，凸显出我国当
前人口拐卖犯罪现象的严重性。

“产妇有传染病”、“孩子畸形”、“花大
钱也治不好病” ……这些可以轻易戳穿、
并不算高明的谎言为何能够屡试不爽？陕
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认为，张淑侠的这
些说法正是抓住了产妇和家属们“看病

难”“看病贵”的畏惧心理，对此应加快医
保体系改革， 使人人都能享受医疗保障，
也才能使每个生命都不被轻易放弃。

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
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张志伟认为，“买方市
场” 是打击拐卖人口工作中不可忽略的
一环。

张志伟说，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

条第6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 不阻碍其返回原
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
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 可以不追究刑事
责任”。收买行为不被追责，客观上纵容了
非法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 助长了拐卖
犯罪的气焰。

（据新华社西安12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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