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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郓城4月19日讯 (记
者 邢孟 通讯员 宋明磊)

因为好赌，云南一男子将家
当卖光后，为还赌债竟让妻子
充当自己的“表妹”来菏泽骗
婚，骗得彩礼12万元，后在其
企图将妻子接走时被对方发
现报警。近日，二人因涉嫌婚
姻诈骗被郓城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13日下午，郓城警方接到
郓城县玉皇庙镇村民李某某
报警称，今年春节后，自己经
人介绍花12万余元彩礼从云
南娶的妻子朱某某要被其“表
哥”带回云南，请求处理。

面对民警，“表哥”却称李
某某一家非法拘禁其“表妹”，
要求公安机关帮其解救。随
后，民警将双方都带到派出所
询问，经审讯，“表妹”朱某某
承认其“表哥”其实就是她丈
夫蒋某某，并如实交待了其与
丈夫蒋某某为了骗取钱财联
合实施骗婚的犯罪事实。

原来，蒋某某与朱某某
均是云南人，2011年，两人按
照当地风俗办理了结婚仪
式，并于次年生育一女，但由
于朱某某未到法定结婚年
龄，两人就一直没有办理结
婚登记手续。婚后，蒋某某整
日游手好闲，逐渐染上了赌

博的恶习并一发不可收拾，
家中值钱的家当也被其变卖
赌光，两岁的女儿也被其交
由父母抚养。后来，蒋某某在
一次喝喜酒时，听说现在定
婚需要10多万彩礼，便打起
了妻子朱某某的主意。

回家后，蒋某某与妻子提
起此事，并让其当婚托。起初，
朱某某并不同意，但蒋某某劝
说她骗到彩礼后就接将其回
家，朱某某于是同意。后经媒
人介绍，蒋某某以朱某某表哥
身份一块来到郓城县。朱某某
与大龄青年李某某见面后同
意与李某某结婚，在蒋某某收
到李某某家送的12万元彩礼
后，于次日登记结婚。婚后，蒋
某某携带12万元现金返回云
南，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便被其
全部赌博输掉。这时，其妻子
朱某某左等右等不见蒋某某
来接她，于是给其打电话让其
接她回家。蒋某某自知钱被其
全部输掉，无法返还给李某
某。但是看到女儿整天围着他
找妈妈便厚着脸皮来到李某
某家要带走朱某某，面对李某
某要求其返还12万元彩礼的
要求，蒋某某自知拿不出，于
是便对民警撒了谎。殊不知，
蒋某某、朱某某两人的行为已
涉嫌婚姻诈骗。

众众说说纷纷纭纭的的脐脐带带血血 看看看看专专家家怎怎么么说说
截止至2014年6月的数据表明，全球

脐血库冻存的脐血数量已经超过320万
份。在美国国立卫生院注册的、与脐带血
相关的临床研究已达937项，既包括血液
系统疾病，也包括非血液系统疾病。

美国脐带血应用超过6000例，并每
年以1200例的速度增长。在美国，已有27
个州(涵盖81%新生儿)通过政府《脐带
血教育法案》，要求医生须向准父母说明
脐带血的作用以及“自存”或“捐献”的选
择。

另外，在政府卫生部门的官方网站
中须向公众说明脐带血的相关信息。在
我们的邻国日本，脐带血移植数量已超
过10000例。日本的脐带血移植治疗发展
速度惊人，全国50%以上的造血干细胞
移植为脐带血移植。脐带血移植的数量
几乎等同于骨髓移植的数量，其中成人
脐带血移植的成功率高于无血缘骨髓移
植。欧美国家成人脐带血移植数量远超
儿童。

而在我国，我国脐带血临床移植数
量约在3000例左右。从应用数据来看，每
年的临床应用保持明显上升趋势。

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据，我国
有500万血液病患者正在等待造血干
细胞的移植，且每年以4万的数字在增
长 ，其 中 一 半 是 儿 童 ，每 年 仅 有 约
0 . 03%的患者能有幸得到造血干细胞
的治疗。这一残酷的事实说明，每一份
脐带血，无论捐献还是自存，都可以缓
解上述严峻的形势，都是患者重生的
希望。

相比之下，我国在告知准父母脐带
血的重要作用方面做得有所欠缺。提高
社会公众对脐带血的了解和科普认知迫
在眉睫。目前在我国经国家卫生计生委
批准设立的合法脐血库有七家，按照国
家规划，采取“一省一库”的原则，分别位
于北京、山东、上海、天津、浙江、广东及
四川。

作为医生，我不反对自体
存储脐带血。在治疗时，如果
有病人自身储存的脐带血，我
一定会选择利用其进行治疗。

因为自体脐血的基因和配型
完全吻合，不会出现移植后的
移植物抗宿主反应和排斥现
象。

我国著名造血干细胞移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教授：

首先我们要肯定，脐带血肯
定是有用的，不管是自己的也
好，还是给别人用，都是有用的!

目前，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应用领
域已经很成熟了，除了众所周知

的白血病、淋巴瘤、再生障碍性
贫血等疾病外，目前已扩展到脑
瘫、截瘫、帕金森综合症、血管性
疾病、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等多项
疾病，前景应用非常广泛。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血液学研究所邱录贵教授：

脐带血移植的特点是配型
不完全相合的人也可以用。脐带
血作为造血干细胞的重要来源，
最初主要用于治疗儿童和成人
的血液系统恶性疾病，比如白血
病、淋巴瘤等，其疗效已经得到
公认。随着医学研究的进展，使

用脐带血的领域也越来越多，现
在使用脐带血治疗糖尿病、新生
儿脑瘫、心血管疾病等相关的临
床研究也正在进行。因此，脐带
血库可以储存脐带血干细胞，同
时也可以提供干细胞供临床使
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副所长、血液病专家刘开彦教授：

现在可以肯定的说，脐带血
造血干细胞肯定是有应用价值
的，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应
该说它的价值也会越来越多的
被大家所认识。对于今后或者对
于现在的这个疑问(是否该为孩
子储存脐带血)，我个人觉得，如

果经济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保存
自己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不仅
仅对个体来说是一个储备或者
是一个保障，同样对于有血缘关
系的亲属，或是以后用于公共库
捐赠，都是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及
价值！

军事医学科学院、输血医学研究所所长裴雪涛：

脐带血移植在不久的将来
或可取代骨髓，成为治疗血癌或
其他危疾的新方向，采用传统骨
髓移植，通常需要约两个月或以
上作配对，捐赠者需接受麻醉手
术，或会感到短暂不适及痛楚，
捐赠者亦可能随时退出；如采用
脐带血移植，配对时间大幅减少
至数天，合适的脐带血可由血库
中随时提取使用，不需对捐赠者
进行手术。在紧急情况下，合适
的脐带血更可少于24小时送往

移植中心，争取手术时间，令更
多患者受惠。脐带血捐赠者中潜
伏的病毒感染的机会少于1%，
排斥反应亦较骨髓移植小，可增
加手术的成功机会。近年脐带血
干细胞的医学应用发展一日千
里，使用脐带血移植的个案不断
上升。过去10年，利用脐带血作
移植的个案增加了10多倍，数字
直迫骨髓移植个案，这不单为医
学研究拓展了新领域，亦为不少
患有危疾的病人带来一线生机。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黎耀基：

脐带血在医学界的发展潜
能无限，脐带血中的造血干细
胞除可用以治疗多种血液系统
疾病和免疫系统疾病外，对于
治疗脑瘫、脑中风、小儿自闭
症，视神经萎缩、糖尿病、共济

失调等的疾病也有显著效果，
为患者带来治疗的新希望。随
着研究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相信干细胞应用于体外复
制人体器官之期不远，届时可
造福更多病人。

中科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孔祥复：

“ 自 体 造 血 干 细 胞 移 植
( AHSCT )不受供者来源的限
制 ,患者年龄可适当放宽且疗

效肯定 ,目前已成为治疗难治
性恶性淋巴瘤 (ML )的主要方
法。”

上海长宁区中心医院血液中心、中华医学会上海血液分会委员孙致信：

如果财力能达到，建议每
个人都自存一份脐带血，这种

“生命保险”是什么东西都无
法替代的。脐带血中含有大量
的造血干细胞，主要用来救治
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股

骨头坏死、免疫缺陷、代谢性
疾病等难治之症，手术成功率
高，排斥反应很小。脐带血造
血干细胞移植，尤其在治疗重
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上，可以说
功不可没。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血液病科主任医师黄宁教授：

脐带血库的主办单位，应该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履行
告知义务，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科学宣传脐带血的作
用，客观介绍自体存储脐带血的
价值！

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

脐带血移植术的潜力非常
“巨大”，脐带血是一座未被开发

的“宝矿”，在治疗白血病以及再
生医学等方面均有广泛的用途。

英国慈善机构安东尼诺兰信托首席执行官亨利·布兰德：

本报巨野4月19日讯
(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周广伟 ) 五人交叉结
伙，以介绍婚姻为幌子骗
取钱财，得手后再伺机逃
走，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
案。近日，巨野县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一起假借“相亲”
骗取彩礼的诈骗案，五名
被告人分获一年零六个月
到六年零六个月不等的刑
罚，并被处罚金。

2014年3月30日，贵州
省威宁县一旅馆内，被告
人赵某某、刘某某、蒋某某
指使同乡女子王某某及被
告人马某某，分别与山东
省巨野县独山镇男子魏
某、伍某假意相亲，以索要
彩礼为名，骗取魏某、伍某
各7万元，赃款被五人瓜
分。随后，王某某随魏某来
山东居住40余天后，伺机
逃走。

2014年4月18日，在
昆明市一旅馆内，被告人

赵某某又指使同乡女子
赵丽 (化名 )及被告人施
某某，分别与山东省巨野
县独山镇两名张姓男子
假意相亲，在取得被害人
的信任后，以索要彩礼为
名，骗取两人各76000元。
随后，赵丽、施某某跟随
被害人回到巨野县独山
镇的当天下午，乘被害人
为其办理手机号码之际
逃走。

法院认为，被告人赵
某某、刘某某、蒋某某、马
某某、施某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
均构成诈骗罪，违法所得
依法应退赔给被害人，判
处赵某某有期徒刑六年零
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判处刘某某、蒋某某各有
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五
千元；判处马某某、施某某
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
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假借相亲骗彩礼

五人诈骗获刑罚

为还赌债

他将妻子当“表妹”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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