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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专生到博士
后，再到四川省“千人
计划”专家，走在国际
医学前沿的李小平，
骨子里始终有一股朴
实和简单的气质。这
股气质被他解读为

“表达能力不好”，也
被不少初识他的人误
以为是“笨拙”。

2017年12月5日
下午 4 点，李小平刚
做完 3 台手术，记者
见到他时，他还穿着
白大褂，脖子上挂着
口罩。谈话间中，他
总抱着一袋病历资
料，左手转右手，一会
又抽出几份看看。这
些都是他收集的心肌
病患者的住院病历和
随访资料，而这样的
样本他已有 6000 多
份。

3年前，李小平博
士后毕业出站，来到
成都，在省人民医院
任职。他说，他想通
过这些样本，解开心
肌病的“密码”，建立
一个心肌病危险预后
预测评分系统，以便
对症治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走近“千人计划”专家系列报道

从中专生起步
从医是一个偶然的选择

李小平出生在湖南省耒阳市新市镇，父
母是地道的农民，他排行最小，是家里唯一
的儿子。在当时的农村，一个男人如果考不
上学，又不会种田种地，是一件很不好的事
情。但如果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整个家族
的命运都会改变。

他从小喜欢文学，爱看小说，却没有走
上文学这条路。说到“弃文从医”的职业生
涯，他觉得是一个很偶然的选择。

1992年，李小平初中毕业后，考上一所
中专。当时，中专校提供了4个专业选择，
李小平都不太喜欢，最后他“将就”选择了医
卫专业。没想到，他在医学这条路上竟闯出
一番天地。

他还清晰记得那个改变他命运的老师
名字。中专校里有一个文学社，文学社里有
一个老师叫做全进新箭星。两人是爱好文
学的同道之人。全进新箭星当时正在考
研。在老师的启发之下，李小平才知道中专
也可以考研。这打开了他人生的一条全新
道路。

通过自考，1996年，他中专毕业后，于
1998年拿到大专文凭。2001年，他考上兰
州医学院的研究生。后来，他先后在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就读博士和博士后。他觉得自己走的路虽
然曲折，却也顺利。毕竟，从中专坚持读到

博士后的人寥寥无几。

考场少有败绩
羡慕人际关系简单的氛围

考试是李小平的一大爱好。
“我喜欢考试。”李小平用一张真诚的脸

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考研最难的是英语，毕
竟他当时的英语只有中专水平。过了英语
这一关后，他就开始在考场上自信游走。

2002年，他读硕士时开始考GRE，不为
出国，就为了用考试激励自己学习。研究生
同学都笑话他，花几千块钱去考一个没用的
试。“就连我爱人都想阻止我，但是我喜欢，
因为如果不是考试，我不一定会去学。”李小
平说，他的想法特别简单。

虽然考场上少有败绩，但他一直认为自
己的表达能力不好。“别人不了解我时，会容
易因为我的表达能力不好，觉得我很笨拙。”
李小平在国外交流学习时遇见过这种情况，
但他从来不放在心上。因为路遥知马力。

李小平的朴实与简单刻在骨子里，流在
血液里。

他很羡慕那种没有复杂人际关系的氛
围。在医学院学习，可以不必知道院长是
谁，清心寡欲地读圣贤书是他认为最好的
状态。他很多年不看电视，也不知道现在
最热门的游戏王者荣耀……在当代浮躁
的社会中，他就像是风格自成一派的一股
清流。

“喜欢考试”的医学专家李小平
致力破解心肌病“密码”

他收集了约6000份各种心肌病患者的住院病历和随访资料，这是国内已知的最大样本

2016年四川省“千人计划”专家入选者，博士后，研究生导
师。四川省医学会心脏电生理和起搏分会青年委员。

主要从事心脏起搏和电生理临床工作，研究领域为心肌病、心
律失常的临床预后及遗传学研究等。近6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23项，省部级基金3项，参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收录论文26篇。

2014年，入选第十一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2014年，入选第十一批四川省卫计委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2015年，获得第十三届四川省青年科技奖；
2015年，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015年，以第一完成人获得成都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6年，入选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未来之星”培养项

目；
2016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西部地区人才培养项目；
2016年，入选四川省千人计划（青年人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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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家民营医院
两年时间骗保5400余万

两年时间，11家民营医院通过各种方
式骗取国家医保基金5400余万元。在新
闻通气会上，省公安厅刑侦局副局长杨林
对“11·28”特大系列诈骗医保基金案侦破
情况进行了通报。

杨林介绍，涉案的11家民营医院分布
在绵阳、内江、自贡、泸州等地，从2014年
开始，医院以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保定
点机构为平台，在开通医疗保险网络直报
后，由各家医院院长、董事、股东等犯罪嫌
疑人授意下，通过开“阴阳处方”、虚假录入
药品、替换药品、减少药品用量、虚增药品
费用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5400余万元，
给国家资金带来了巨大损失，造成恶劣的
社会影响。

“接报后，省公安厅高度重视。”杨林表
示，此案被列为“11.28”系列诈骗医保基金
案进行挂牌督办。在省公安厅统一组织指
挥下，各地专案组准确高效的完成了专案
侦办任务，先后审查人员269人，刑事拘留
59人，取保候审119人，逮捕21人，移送起
诉77人。

目前，“11.28”系列诈骗医保基金案已
侦查终结，相关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进入起
诉、审判阶段。

从 2015 年 1 月到
2016年6月，广汉民爱
医院用“阴阳处方”，
虚增住院天数和用药
量、转换病种、办理虚
假住院等方式，骗取
医疗保险基金 172.07
万元。2017 年 12 月，
广汉市人民法院对此
案下达刑事判决书，
该医院负责人等 4 名
人员获刑，其中业务
副院长被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缓刑二年，并
处罚金5万元。

“这是去年全省
查处欺诈骗取医保基
金违法行为的十个典
型案例之一。”2 月 6
日，在全省防范和打
击医疗保险领域欺诈
骗保专题新闻通气会
上，省人社厅副厅长
吴琦表示，在为期半
年的专项行动中，省
人社厅、公安厅、卫计
委联合出击，对社会
普遍关注的医疗保险
领域欺诈骗保行为实
施了有力打击。

从今年开始，全
省将按年度、分阶段，
对所有社会保险服务
机构组织拉网式检查
整治，集中三年时间，
有效遏制医疗保险领
域欺诈骗保行为。

聚焦问题/

欺诈手法多种多样
民营医院成问题重灾区

总结整个行动，吴琦坦言，虽然专项行
动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医疗保险领域欺诈
骗保问题没有得到根本遏制，问题仍很突
出，“具体表现在涉及范围大、利益驱动强、
欺诈手法多、社会危害大。”

从分布上看，医疗保险定点民营医院
是问题发生的重灾区，欺诈骗保问题极为
严重；部分乡镇卫生院和公立医院利欲熏
心，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一些医
疗保险定点药店问题也很突出。

从手段上看，医疗保险定点医院超量
售药、串换药品、虚假售药、虚记多记费用、
挂床住院、超医保目录范围使用药品诊疗
项目和医用材料、串换药械和诊疗项目、超
医保协议支付标准等违规行为凸显，购销

存不符问题尤为严重。
以“11·28”特大系列诈骗医保基金案

为例，就有犯罪嫌疑人授意，通过医生虚
开高价格药品及药量、减少病人药量、替
换药品等方式诈骗国家医保基金达到586
万元；还有通过私下授意和医院中层干部
会议部署，利用医院与医保报销联网系
统，以反复录入药品、虚增药品库存、随意
开列电子处方方式骗取国家医保基金
1724万元。

针对医疗保险基金监管的严峻形势，吴琦透
露，全省将以医疗保险领域为重点，从2018年
起，按年度、分阶段，对所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
组织拉网式检查整治，集中三年时间，到2020
年，有效遏制医疗保险领域欺诈骗保行为。

就在1月25日，人社厅会同公安厅、卫计
委联合研究制定的《关于持续开展打击欺诈
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专项行动的通知》正式印
发。目前三部门正在全省范围内安排部署。

从预防和惩治两方面来看，将定期完善、
充实医疗保险定点服务协议中的医疗服务监
管内容，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收取违约
金标准，增大定点服务机构违约成本。建立医
疗保险服务机构积分管理制度，实行末位淘汰
和一票否决，完善定点服务机构退出机制。

联动监管机制也将进一步完善，在省本
级、成都市医疗保险联动监管的基础上，依
托全省异地就医智能监控审核系统，在2018
年初步建立全省医疗保险监管联动机制，做
到一地失信，全域受限。

值得注意的是，人社部门联合卫计部门
将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诚信档案，
探索诚信情况与定点医疗机构考核及医疗
费用支付结算挂钩的办法。具体而言，人社
厅将与省卫计委建立情况通报制度，对医疗
保险定点服务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理、处罚和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依据定点服务协议作出
的处理，纳入省卫计委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
理，与公立医疗机构财政补助、项目资金分
配、薪酬总体水平、绩效考核、等级评审，甚
至医院领导班子岗位调整、提拔任用挂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整治/

集中三年时间
拉网式检查整治

重拳出击/

检查医疗机构2213家
移送案件45件涉及106人

事实上，针对医保领域欺诈骗保行为
的防范和打击，更多行动已经展开。

吴琦介绍，从2017年6月开始，省人
社厅、公安厅、卫计委联合组织开展了为期
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行动针对抗排异和
肾透析用药、治疗真实性问题，以及民营医
疗机构的欺诈骗保行为，集中力量安排检

查。全省共检查医疗机构2213家，其中，
民营医疗机构1337家，占民营医院总数的
60.42%；检查就医住院病历8336人次，对
700多名参保人员的就医行为真实性进行
核查。

受检的 2213 家医疗机构中，发现
1942家有违规行为。随后，各地在专项检
查的基础上对违规问题进行核查核实，对
1182家医院进行处理，向公安和检察机关
移送案件45件、涉及106人。全省还暂停
42家定点医院医疗保险服务协议，解除7
家定点医院医疗保险服务协议，涉及凉山、

宜宾、甘孜、眉山、广元、自贡等市（州）；约
谈259家定点医院，要求对存在问题限期
整改。

各级人社、卫计、食药监、发改（物价）
行政部门对存在违反行政法规的医疗保险
定点机构进行行政处理、处罚。其中各级
人社部门对130家定点医疗机构实施了行
政处罚，罚款492.28万元。

吴琦透露，在行政处罚中，既有广汉市
民爱医院这样的民营医院，又有乐山市犍为
县人民医院这样的公立医院，还有泸州市合
江县先滩中心卫生院这样的乡镇卫生院。

收集6千份病历
持续六七年对患者回访

心肌病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常见的遗传
性疾病。哪些是致病死亡的高危因素？怎
样判断5年后的疾病死亡率？这是李小平
想要破解的生命密码。

早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
院读博时，他就收集了约6000份各种心肌
病患者的住院病历和随访资料。这是国内
已知的最大样本。

这些样本里有心肌病人的86项指标和
用药情况。从2011年开始，李小平用了六
七年的时间一直在对这些病人的死亡率进
行回访，用统计学的原理分析出高危、中危
和低危因素。如果是高危，就采取更加积极
的治疗手段。这一研究成果被国内外专家
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外，李小平也对有家族病史的心肌病
患者进行分析，现在收集了约100个样本，
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心肌病基因资源库，
并公布了四五十个致病基因。现在他又筛
选出2个候选的致病基因，正在等待下一步
功能验证。

建立预测系统
未来基因改造将造福人类

李小平的心愿是建立一个心肌病的危
险预后预测系统。

“5年后的死亡几率有多大？我们想建
立一个定量系统，用评分方式预测心肌病的
严重程度。”李小平说，一旦预测为高危，就
调整治疗方式，进行强化治疗。

心肌病的患病率是多少？目前国内没
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李小平说，粗略的计
算，1万人中可能有3人会患病。

作为该领域的前沿专家，李小平认为基
因治疗是未来众多疾病的治疗方式。用基
因治疗，很多疾病从源头上就消失了。目
前，基因编辑技术在动物身上已经实现，未
来在人类疾病治疗上是一个发展趋势。就
像是Word文档编辑一样，坏的基因可以去
除，进行再编辑。

成都的生活是宁静的。下班后，李小平
总会到旁边一家图书馆看书。未来，他将在
成都见证医学技术的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摄影 雷远东

四川重拳整治诈骗医保基金行为
全省检查2213家医疗机构，发现1942家有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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