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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系院疑騙財 不孕婦白花六萬
「蘭州天倫」被揭哄患者入院 做各種治療最終無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珍 北京報道） 甘肅
蘭州一名暱稱為「萬
萬」的網友昨日向本報
爆料，道出妻子於 2012
年在「莆田系」蘭州天
倫不孕不育醫院的被
騙經歷，「現在這間
醫院還在大張旗鼓地

■五洲婦兒醫院外景。

本報北京傳真

做廣告，找病人，
真是很讓人氣憤，
據我所知，很多人
都曾被騙。」
萬」說妻子 2012 年只是去
「萬天倫不孕不育醫院諮詢輸

卵管問題，結果不到 20 分鐘就被醫
生忽悠住院手術，然後就是中式西
式不停的各種治療，最終白白花了
6 萬多塊錢，還醫治無效。「後來
我們去蘭大附屬一院治療，醫生告
訴我們，手術根本就沒必要做，
而且那種手術在蘭大醫院收費是 8,000 元
到 1.3 萬元，我們卻最後一共花了 6 萬多
元，臨出院時還開了6,000多元的藥。」

■五洲婦兒醫院內就診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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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探訪北京「莆田系」醫院患者

急想要孩子被廣告騙了

多數民眾稱決不再去

「真的太氣人了。」「萬萬」說，「天倫不孕不育醫院的廣
告無處不在，電視台、報紙、汽車站、火車站，到處都是，我
媽媽和我妻子當時因為想要孩子非常着急，就信了廣告，本來
只是諮詢，結果就出不來了。」「而且這個醫院還去我們底下
的縣市電視台做廣告，忽悠農民，據我所知，有一個農民，為
了要孩子，每年賣了收成就去醫院看病，結果錢花了，還是沒
有孩子。」
「萬萬」還告訴記者，最可氣的是他妻子同屋的兩個病友，還是
研究生，本來是去做婚前檢查的，結果被醫院告訴兩個都有病，會
影響將來傳宗接代。「男的說精子有問題，女的說輸卵管有問題，
結果兩個人花了8萬塊錢。現在想想，這分明就是騙局，你說一個人
可能有問題，怎麼可能兩個人都有問題呢？」

病友醫院維權才知上當
「有一天，我們碰到有病友來醫院門口維權，我們與同屋的
病友才感到自己肯定是上當了，強烈要求出院。」「萬萬」
說：「最終我們在這間醫院還是沒有治好病，後來還是在蘭大
醫院進行試管嬰兒治療，才有了現在的寶寶，我們一共試管了
兩次才花了 3 萬多元，在天倫不孕不育醫院白白花了 6 萬多
元。」
記者隨後登錄蘭州天倫不孕不育醫院網站，看到該網站還在
大肆宣傳自己醫院的療效，稱經該醫院治療懷孕報喜的已經突
破 12,000 例。最可笑的是，該醫院官網首頁居然有「謹防醫
托，謹慎就醫」的提示。
「萬萬」說，「這間醫院現在還在做廣告，壓根不敢諮詢，
電話諮詢都不行，因為一旦有了你的電話，他會不停地打，不
停地打。希望病友們不要再被欺騙了。」

■北京京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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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珍、奕峒 北京報道）隨後記者以患者身
份在該院就診發現，該院掛號費高於公立醫院許多倍，就診中尚
未發現醫生強推其他檢查項目，醫院多位醫護人員表示，該院藥
費與其他公立醫院相差不多，記者隨後將自己的藥費單發給公立
醫院醫護人員求證，這一點也基本得到證實。

患者多不知「莆田系」
昨日下午，本報記者再以患者身份暗訪位於北京海淀區北部的
「莆田系」醫院北京京北醫院。在一樓大廳裡，僅有不足10名患
者。在支付5元掛號費後，記者前往二樓五官科就診。醫生在問明
情況後，做了初步檢查，並開出角膜內皮鏡檢查等4項檢查，隨後
開了一些眼藥水、藥膏、消炎藥等，整個過程相對規範，共花費
200餘元。記者與此前前往某公立醫院的就醫記錄作對比，發現藥
價不貴，檢查費用略高。
有老年患者告訴記者，選擇在這裡就醫是因為這間醫院可以走
醫保，同時患者少，隨時可以看上病，藥價也不高，比較方便。
當記者問是否知道這是「莆田系」醫院時，多數患者表示不清
楚。只有安先生告訴記者，自己從媒體上看到這間醫院屬於「莆
田系」，「看了大眾點評網上評價不太好。不過，這裡人少，能
隨時看上病。今天第一次來，試試看吧。」

■五洲婦兒醫院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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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珍、奕峒 北
京報道）本報記者昨日探訪北京幾家
「莆田系」私立醫院，發現這些醫院都
在正常營業，「魏則西」事件看來影響
暫時並不是很大。有醫生透露，這幾家
醫院都是在京運營多年並已具一定規模
的醫院，算比較正規，記者探訪的兩家
醫院均已被列為當地醫保定點醫院。不
過大多數人對記者表示，「以後堅決不
會去『莆田系』醫院就診。」
五洲婦兒醫院是北京有名的「莆田
系」醫院，記者昨日看到醫院門前停
車場內泊得滿滿的，其中不乏豪車，
醫院門口掛着「北大人民醫院醫療集
團北京五洲女子醫院」的牌子，大堂
大屏幕滾動播出該醫院各類廣告，前
台掛有「營利性醫療機構執業許可
證」，許可證法人名字顯示是「黃德
峰」，該院官網和報紙也顯示黃德峰
是該院董事長，黃德峰正是媒體曝光
的「莆田系」幾大家族中的黃氏代表
人。大堂內掛了許多專家照片和介

紹，包括一些公立醫院的名醫。此
外，大堂內還張貼了患者投訴流程和
投訴電話等告示。記者在北京市衛計
委查證，該醫院經所在地朝陽區衛生
局審批，在大眾點評網看到，該醫院
口碑尚可。

放開二孩公立掛號難
該醫院目前是一家綜合類醫院，也
是所在地朝陽區醫保定點醫院，以婦
產科為主。記者發現前來就診的多是
孕產婦，二樓和三樓的檢查診室門外
坐了許多孕婦及家屬，還有外國孕婦
的身影。記者探訪產科住院部發現，
三樓病房已經住滿，只餘下一間空
房。有護士稱，今年產婦多，需要提
前一個月預約產房。
有在醫院就診孕婦告訴記者，看了
「魏則西」相關事件的報道，知道自
己就診的醫院是「莆田系」，「但現
在已經在醫院買了生產套餐，公立醫
院排不上號。」該孕婦說：「這家醫

武警二院一醫生
疑兼職
「二炮總醫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奕峒、
劉凝哲 北京報道）涉及「魏則
西事件」的武警二院生物診療
中心已停業。本報記者通過二
炮總醫院細胞免疫中心官方網
站發現，武警二院醫生之一的
李慧敏同時兼任該中心專家，
並經常以武警二院或二炮總醫
■圖片為昨日「二炮總醫院細胞免疫中心」官
院專家的頭銜活躍在各大網絡
方網站截圖。李慧敏同時以武警二院專家的身
媒體。目前，二炮總醫院已更
份活躍在多家網絡媒體上。
網上圖片
名為火箭軍總醫院，該院向本
報回應稱旗下並無細胞免疫治
敏。與其他相關專家不同，李慧敏的個
療中心，並將涉及網站情況上報。
人介紹沒有詳細的醫學教育經歷，僅強
據記者查詢，二炮總醫院細胞免疫治 調李慧敏「多年來，始終與國內外細胞
療中心雖未做網絡推廣，但仍排在網絡 免疫治療領域機構與專家、學者保持密
搜索引擎結果前列。瀏覽官網發現，該 切聯繫」。而李慧敏出現在網絡媒體的
網站與現已更名為火箭軍總醫院的二炮 名頭亦不斷變化，供職單位包括二炮總
總醫院域名不同，其 ICP 直指某家生物 醫院、武警二院以及北京腫瘤生物中心
技術公司。而這家位於北京亦莊的生物 等。
技術公司，自稱致力於腫瘤生物免疫技
停診整頓 武警部隊：絕不姑息
術研究。上述情況，與魏則西生前就診
的武警二院生物診療中心十分相似。
深陷「魏則西」事件的武警北京總隊
針對記者是否有細胞免疫治療的疑 第二醫院昨日公開貼出停診通知，宣佈
問，火箭軍總醫院官方熱線回覆，該院 暫時停止一切對外服務。另據中國軍網
並未開展這類診療服務。該院工作人員 消息，武警部隊稱，對發現的問題將依
並詢問了前述「二炮總醫院細胞免疫治 法依紀嚴肅查處，絕不姑息。武警二院
療中心」的網址和相關情況，稱已將此 的通知稱，「因本院教育整頓，從即日
向上級匯報。
起，暫時停止一切對外服務（包括門、
記者瀏覽發現，二炮總醫院細胞免疫 急診接診和住院收治）。現住院治療患
治療中心官網專家介紹的第一位，就是 者及家屬向所屬科室領取探視證，憑證
曾以武警二院主任醫師頭銜活動的李慧 出入醫院。具體開診時間另行通知」。

虛假信息氾濫 監管勿變紙老虎

患者入「莆」只圖方便

■京北醫院內，老年患者居多。
本報北京傳真

院我們之前也篩選過，約的也是其他
公立醫院的知名專家，目前看暫時沒
有發生什麼問題，以後就要考慮要不
要再來。」 有產檢孕婦稱，該醫院產
檢和生產費用高於公立醫院很多倍，
但這些費用尚能做到明碼標價，「公
立掛號難，尤其是今年放開二孩後，
要舒服一點只能多花錢」。

盼公院就診能容易些
在記者詢問過程中，大部分前往就
診的患者表示，「以後堅決不會去
『莆田系』醫院就診」，也有個別民
眾表示，「要有所甄別，這些醫院也
有一些好的專家，價格貴是私立醫院
的特點，只要自己能接受，未必就一
定列入『黑名單』。」不過受訪民眾
皆表示，政府部門應該加強對私立醫
院的監管，也要進一步完善公立醫院
的就診資源，「如果公立醫院就診容
易，環境和態度好一點，沒有人願意
去私立醫院吧。」

5 月 3 日，在「魏則
西」事件涉事醫院武警
北京總隊第二醫院門
前，記者看到，患者家
屬紛紛控訴：「如果不
是看了報紙的多篇整版廣告，我們也不
會慕名而來，花了錢，人還沒了。」
「全國最著名的電視台的報道難道還會
有假嗎？網站上的好評難道都不是真的
嗎？」
事實上，網絡、電視、報紙等公共平台
上虛假醫藥信息近年來大行其道，氾濫成
災。誇大療效的虛假醫療廣告，令在病痛
中掙扎的患者及家庭雪上加霜。武警二院
生物療法患者家屬們的申訴，代表着眾多
虛假醫療廣告受害者的呼聲，引發了公眾
的質疑：虛假醫療廣告，到底由誰來管，
誰來負責？
醫療醫藥屬於專業領域，普通人無法
核查其真實性。而內地《廣告法》明確
規定，在醫療醫藥廣告發佈前，應當由
有關部門對廣告內容進行審查，未經審
查不得發佈。美好的法律規定只有得到
切實執行才有意義。對於虛假醫療廣告
這一問題，醫療和媒體機構必須承擔起
社會和法律責任。但當這些機構為了利
益而行為失範時，有關監管機構如果失
語缺位，那麼百姓距離受害遭殃自然不
遠了。
關鍵問題是，如何讓法律不再是紙老
虎，令監管部門不再尸位素餐，令虛假醫
療廣告不敢現身，這應是政府和公眾必須
反思且必須找到答案的問題，否則下一個
「魏則西」還會出現。 ■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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