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帮助贫困学子实现大学
梦想，践行社会责任，今年夏季，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与共
青团山东省委、山东广播电视台
开启了第四届“为福添彩·福利
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为50名
符合条件的贫困学子提供了
6000元/人的圆梦助力金。如今，
圆梦对象均已顺利进入大学校
园。为全面了解受助学生的学习
与生活状态，12月12日上午，主

办单位邀请圆梦对象代表、爱心
企业、心理咨询师来到山东广播

电视台参加座谈分享会，共叙大
学生活，帮助学生代表化解心

结、坚定理想。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

有诗和远方。”省福彩中心工作
人员以歌词做引子，勉励在场
的每一位学子。“大家因为各种
原因，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困难
都是暂时的，大家要有信心、有
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这
段困难时期。”上述工作人员表
示，大学期间每位同学都应当
多读书，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省福彩中心等其它爱心单位也
会积极地对每位学生给予应有
的助力。

座谈分享会结束后，主办
单位还为学生代表赠送了书籍
等礼品。2020级圆梦对象孟素

说：“这次座谈会对我影响很
大，就业方面的问题，心理方面
的问题，老师给我们讲解得非
常详细，让我们在今后的生活
中，更加认清了自己的站位，从
而更加努力，以成为更好的自
己！”

据了解，在各方的通力合
作下，“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
梦大学生行动”的聚合力日益
彰显，其社会影响力日益提升。
四年来，“圆梦行动”在我省济
南、日照、临沂、聊城、菏泽、滨
州、淄博、枣庄等地市，已为210
名贫困应届高考学子送去了
3000元/人至6000元/人的圆梦
助力金。 (刘通)

福利彩票助力大学生圆梦前行

12月13日，双色球第126期
开奖迎来大爆发，井喷33注一
等奖，山东好运爆棚再斩1注一
等奖+1注一等奖普惠奖，合计
奖金606万元！这样的好运由潍
坊诸城彩友获得，他(她)用一
张4元钱的自选单式彩票就完
成了自己的“小目标”。

据悉，本期红球开出：03
07 12 14 23 28。当期红球号
码大小比为2:4，三区比为2:2:
2，奇偶比为3:3。本期红球开出
1枚重号12；1组同尾号03、23。

蓝球开出遗漏12期的奇数11，
奇数蓝球已连开2期。

数据检索显示，这注双色
球一等奖出自潍坊诸城市岔
道公园北门37078246号福彩
站彩友选用自选单式击中大
奖！37078246号福彩站销售员
王定伟告诉记者，她昨晚第一
时间就知道了站上中出了大
奖！王定伟高兴地说，自己是
2014年开始从事福彩销售，站
上一直小奖不断，她一直盼望
着能够中个大奖，这突如其来

的大奖让她兴奋得一晚上没
睡着。

据王定伟透露，中奖彩友
是站上的一位老彩友，几乎每
期都会买几注双色球，但投注
金额都较少，此次中奖彩票是
一张4元钱的自选单式彩票。

“现在正值双色球 1 2亿大派
奖，这位彩友还非常幸运地中
得了一等奖普惠奖55万多元！
假如他单注彩票金额超过20
元，就可以拿到金额更高的一
等奖特别奖啦！”

超幸运！
潍坊彩友4元喜中606万元双色球大奖

为回馈广大彩友对快乐8游
戏的厚爱，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决定开展快乐8游戏促销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0年12月15日至12月23日。
二、活动资金
2070738元。
三、活动规则
1 .活动期间，凡在山东福

彩快乐8游戏销售场所购买福
利彩票，每人每天可获赠1注2
元的快乐8游戏彩票，购买快乐

8游戏彩票可获赠2注共4元的
快乐8游戏彩票，每天每个销售
场所赠票金额上限为62元。

2 .活动首日，第二批试点
销售场所赠票的具体玩法为选
四和选九，不可更选；活动次日
至活动结束，赠票的具体玩法
可自选。

3 .每天销售场所赠票的秩
序为先到先得，赠完为止。

特此公告。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12月9日

关于开展快乐8游戏
促销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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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住院”骗医保，这样的游戏还能玩多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王学钧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安
徽省太和县，多家医院利用“免
费”套路拉无病或轻症老人住
院，涉嫌套取医保基金。一位“应
邀”住院的老人直言，今年已先
后在3家医院免费住院9次，“住
院就像游玩一样”。

这些年，各类骗保把戏人们
已“领教”了不少。仅就骗保手法
而言，太和县有关医院的所作所
为并无多少“新意”。先以“免费”
为诱饵拉人住院，再通过虚构诊
疗项目、治疗时间、医用材料和
药品等套取医保基金，这样的事

似乎早已算不得什么新闻。尽管
如此，太和县“免费住院”骗医保
的“盛况”依然令人震惊。

从相关报道来看，“免费住
院”骗医保在当地已是一种“公
开的秘密”。不论是以“免费住
院”拉人骗保的医院，还是“像游
玩一样”来住院的所谓“患者”，
都对这一骗保游戏习以为常，明
目张胆地玩，几乎毫无顾忌。甚
至，还因此形成了一条明晃晃的
产业链，专门拉人“免费住院”的
中介机构也“应运而生”，并靠来
自院方的好处费而滋润地活着。
更严重的是，在借“免费住院”骗
保的医院中，不仅有铤而走险的
民营医院，还有挂着“人民医院”

牌子的公立医院。
如此肆无忌惮地套取医保

基金已涉嫌犯罪。早在2014年4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八次会议已表决通过，将骗取社
保基金行为列入刑法———“以欺
诈、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骗
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
等社会保险基金或者其他社会
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
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
行为。”根据我国刑法，诈骗公私
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

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
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而按照相关司法解释，
诈骗公私价值3000元至1万元以
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上的，应分别认定刑法第二百
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
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不过，“免费住院”之类骗保
把戏的“大行其道”分明显示，相
关法律规定执行得还不够坚决、
到位。为此，监管部门尚需从多
个方面发力。其一，强化对医院
的监督，严格实施医保定点医院
资格审查，建立更富穿透性的飞
检与有奖举报制度，及时发现院

方的骗保行为，并对当事医院与
涉事医护人员依法严惩，绝不姑
息。其二，加强宣传教育，尤其是
对农村老人的宣传教育，让喜欢
占小便宜、拿住院当“游玩”的潜
在“病人”明白住院骗保行为的严
重性，并对配合院方实施骗保的

“住院病人”依法给予惩处，以儆效
尤。其三，尽快堵上相关漏洞，尤其
要为“新农合”念好紧箍咒，酌情提
高住院治疗的准入门槛，并有针对
性地调整对医保报销比例的既有
设计，避免住院沦为某些医院骗
取医保的“捷径”。

无论如何，不能让拉人“免
费住院”这样的骗保游戏再大摇
大摆地玩下去了。

□吴元中

近日，一则女子忍受丈夫打
骂40年后起诉离婚被法院以“珍
惜幸福晚年”为由驳回的新闻，上
了热搜。

李某诉称，1980年与杨某结婚，
婚后生育三名子女。婚前了解较
少，婚后发现丈夫暴躁易怒，经常
对其打骂，为照顾子女一直忍气吞
声，如今三名子女都已娶妻生子，
她便以感情破裂为由请求离婚。杨
某辩称，自己虽有不对的地方，但

开玩笑很正常，并强调自己没有出
轨，认为年老应该互相照应，望杨
某再给他一次机会，不同意离婚。

离婚不是说离就离的。如果
不能证明有家暴、重婚等情况，在
一方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一般
以分居时间作为夫妻感情是否破
裂的标志。李某第一次起诉离婚，
又没有与杨某因感情不和分居满
两年的事实，虽称被丈夫打骂40
载，但若杨某不予承认（认为是开
玩笑），又不能证明的话，的确是
不能判离的。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家暴的
证明及法院调查情况虽然没有上
传，但判决理由颇耐人寻味。陕西
省黄陵县法院认为：两人生活40

载，并将子女三人抚养成人，风里
雨里实属不易，应珍惜来之不易
的幸福晚年。双方虽因琐事发生
矛盾，但不足以导致夫妻感情彻
底破裂，“少年夫妻老来伴，晚年
生活更需要相互支持，今后只要
互谅互让，相互珍惜，加强沟通与
交流，妥善处理化解现在矛盾，仍
是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

应当说，这是一个不判离婚的
“格式理由”。引起网友诟病不难理
解，将三名子女抚养成人不易不
假，40年“风里雨里”更是说明多年
的艰辛与波折，怎么因此就得出

“来之不易的幸福晚年”？如果只是
为了给子女一个完整的家庭环境
而忍受煎熬，在子女都长大成人后

仍然不能摆脱这种煎熬，只会一辈
子备受折磨，何来幸福晚年？如果
不能认定两人以往的婚姻生活和
睦美满，如何能作出“仍是一个和
睦美满的家庭”论断？

一方面，一起起婚姻几十年
的老年人坚决离婚的事件，提醒
法官，不要认为婚姻多年就会感
情牢固。对于一方提出家暴、对方
不认可情况，也不能仅靠当事人
自己举证，还应注意向其子女、村
委会或居委会等知情人员或部门
调查。且因老年人来日不多，如果
感情确实破裂或者本身就缺乏基
础、出于各种原因维系的话，更应
及时使其解脱，不宜拖延。

另一方面，法院判决不是心

灵鸡汤，切忌为了劝和而流于轻
浮、空谈乃至“千案一面”。务必注
意在说理时逻辑严谨，紧扣每一
起案件的不同情况和争议事实，
不能像该判决这样脱离事实乃至
前后矛盾地妄作论断。如果婚姻
正常，只是偶然矛盾原告激情之
下提起离婚，应当把着力点放在劝
其全面考虑、别冲动以及达不到离
婚条件方面。如果被告确实有过错
并不愿离婚，则应着重强调有效改
正、积极取得对方谅解等方面。

总之，法院判决必须以事实
为根据，不能轻浮、脱离事实地空
谈、空劝。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被丈夫打骂40载仍不能离婚，谈何“幸福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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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住院”之类骗保把戏的“大行其道”分明显示，相关法律规定执行得还不够坚决、
到位。为此，监管部门尚需从多个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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