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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英语培训班，编纂出版英语词典——

出狱四年，
他回监区分享创业经历
□记者 李晓波 李曼 通讯员 张慧琳

核心提示丨 今年 62 岁的李广喜曾因合同诈骗，入狱近 7 年，2013 年刑满出狱后，他利用特长办起了英语培训班，并出版
发行了由他自己编纂的英语单词记忆词典。7 月 14 日，62 岁的李广喜受河南省第四监狱（以下简称省四监）邀请，作为社
会帮教志愿者再次回到监区，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服刑人员作报告。

高墙内发挥特长，编写服刑人员英语口语教材
回到曾经待过多年的高墙内，李广喜
感慨不已。
2007 年，因“合同诈骗罪”李广喜被押
送到河南省第四监狱改造，然而在进监狱
之前，他有着令人羡慕的风光经历。他曾
是开封市一名英语教师，后调往原开封市
毛纺织厂担任翻译工作。1992 年，因英语
出色，他受聘于一家国外公司做翻译工
作，
还在日本、喀麦隆等国家工作生活过。
李广喜对语言学习特别感兴趣，先后
掌握了英语、德语、日语等语种。他在日
本工作期间，有人委托他办赴日签证，李

广喜便答应下来，还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协
议。但因签证没有办理成功，导致与委托
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构成犯罪。2007 年，李
广喜被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 9 年，
被押送到河南省第四监狱改造。
刚到监狱时，李广喜状态不好，思想
上压力大，主管干警了解到李广喜的情况
后，多次和他谈心，帮他分析犯罪原因及
其危害，
他逐渐认清了自己犯罪的事实。
在与李广喜谈话中，省四监教育科副
科长马继民了解到他有国外工作经历，外
语水平不错，还有一定写作能力，就把李

广喜留到教育监区担任罪犯教员，开设英
语班和英语口语训练班，教授服刑人员实
用英语。
“那时的英语兴趣班期期爆满，但也
逐渐凸显教材不足的问题。”马继民说。
随后，在教育监区领导和干警们的帮助
下，李广喜发挥特长，协助监狱教研室编
写省四监第一本服刑人员口语教材《新生
实用英语培训教程》，经过第一期六个月
培训，不少服刑人员可以用英语交流，受
到了一致好评。

中，词汇最基本元素规律就是形韵规律。
也就在这时，李广喜有了编纂英语单词记
忆词典的大胆想法。
“我考虑将英语词汇按形韵规律排列，
这样学生及所有英语学习者就很容易记
忆。”李广喜说，任何文字的创造都不会是
无形的、孤立的，通过找寻形韵规律，再加
上构词法的讲解，使学习变得更加简单容
易。

在监狱领导的支持下，李广喜开始了
词典编纂工作，
“当时没多想，计划每天做
一步，尽量把这本词典做好。”李广喜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第一部词典的草稿
在监狱里诞生了。拿到初稿，监狱随即派
出干警找到某学院外语专家审定，并确定
其已经
“达到了出版水平”。
“当听到这句话时心里特别激动，这
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李广喜说。

编纂英语单词记忆词典
教材投入使用之后，马继民经常与李
广喜谈心。
“马警官的话我现在还记得，他
说既然能为服刑人员编写《新生实用英语
培训教程》，能不能把你掌握的英语知识
和好的学习方法编成一本书，如果能出版
发行，
不也是对社会做出贡献了吗？”
李广喜当时并没有太大信心，但在干
警鼓励下，他结合教学和翻译经验，决定
从英语单词入手。李广喜发现，任何语言

报告会上
鼓励服刑人员 感恩干警
得到专家肯定，李广喜更有信心
了。在编写过程中遇到难点、难题，
教育监区的干警们和马继民就积极
帮忙寻找资料，回想起那段时光，李
广喜常说要是没有这些干警们的帮
助，在监区编写出词典，简直就是一
场梦。
2013 年 6 月，由于服刑期间表现
优秀，经过两次减刑李广喜完成刑
期，重获自由。出狱之后，李广喜利
用自己的特长办起了英语培训班，获
得了学生和家长的肯定，而他编纂的
英语单词记忆词典也通过出版社发
行面世。
李广喜并不避讳自己曾经服刑
的经历，相反，他经常与马继民联系，
汇报自己的近况以及词典的编纂情
况。当他告知马继民，词典已经出版
时，马继民立即邀请他，作为省四监
特聘社会帮教志愿者重回监区为大
家进行汇报演讲。
在报告会上，李广喜不断感谢监
狱干警对自己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他
也用自己的经历提醒服刑人员，失败
并不可怕，失败过后的自暴自弃才是
堕落的根源，要敢于承认自己的过
去，敢于面对现实，才能让每一天过
得更好。

洛阳彩民 4 元投注斩获双色球 786 万元大奖
□记者 李曼 实习生 李世嘉 通讯员 王龙 文图

核心提示丨 7 月 14 日早上，在洛阳市西工区红山乡下沟村福利彩票投注站工作多年的孙女士，像往常一样来到站点打开投
注机器。机器一打开就跳出中奖页面，
本以为和以前一样不会是太大的中奖金额，
但是仔细一看却将孙女士吓了一跳，
“一注
一等奖 7764217 元，
一注二等奖 103142 元，
奖金合计共 7867359 元，
是我们投注站开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开出头奖。
”

中奖站点

4 元“6+2”投注揽下 786 万奖金
“汉宫路修好以后我们的福彩站点就开
业了，
到现在已经有7年左右的时间了，
平时
几千块都算大额奖金，
这是头一次开出一等
奖。
”
据孙女士介绍，
本次中奖的投注站位于
西工区红山乡下沟村 41030918 号投注站。
7月13日晚间，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
行第2017081期开奖，
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
为 03、05、14、25、26、30，蓝球号码为 05。
当期开出双色球头奖4注，
河南中出3注，
成
为当期一等奖最大赢家。
“中奖的彩民就在附近工作，经常到

店里买彩票。”说起中奖的彩民孙女士印
象深刻，据她介绍，这位彩民是一位在汉
宫路工作的务工人员，几乎每期双色球都
会到下沟村的投注站购买。
“这两注号码他已经守号多年了，从
他第一次来投注站买彩票就是买的这两
注号码。”之所以会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孙
女士说是因为这位彩民每次来几乎从不多
买，只买自己选定的两注号码，
“他采用的
是
‘6+2’
投注模式，
也就是说两注号码前 6
个红色数字一样，只有蓝色数字不同。”这

次开奖，该彩民同样拿 4 元购买两注号码，
一注全部对上，
另一注只有蓝色数字不同，
如果两注全部对上，该彩民将独揽两注一
等奖，
奖金将会超过 1500 万。
得知投注站开出大奖，不少平时都在
此购买彩票的彩民纷纷聚在这里想沾沾
大奖的喜气，投注站负责人更是买来鞭炮
庆祝大奖的开出。一位正在投注站买彩
票的彩民告诉记者，自己也是采用守号的
方式进行投注，希望能像这次的大奖得主
一样可以守号成功。

福利彩票喜报频频
不仅有老彩民 4 元独揽 786 万大
奖，今年的洛阳福彩更是大奖井喷、
喜报频频。截至目前，洛阳共开出双
色 球 一 等 奖 2 个 ，除 这 次 彩 民 中 的
786 万元大奖，上次中奖是在今年 3
月份，中奖的彩民朋友以 10 元单式
票收获当期一等奖 682 万元。
更加可喜的是，其他游戏大奖也
层出不穷。仅半年时间，洛阳福彩
“中福在线”就中出 25 万元大奖共计
15 个，其中南昌路销售厅和西苑路销
售厅并驾齐驱分别中出 4 个，中州中
路销售厅中出 3 个，展览路销售厅中
出 2 个，珠江路销售厅和北大街销售
厅分别中出 1 个。而福彩“刮刮乐”
也不甘示弱，共中出 14 个一等奖，累
计中奖奖金 162 万元。
“来自社会，服务社会，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福彩发行多年来，始
终坚持为发展福利事业筹集资金的
目的不变，
“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的宗旨不变。多年不断的努力，让福
利彩票的发展与社会公益、福利事业
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也让传统的
慈善性募捐在新形势下可以继续发
扬光大。而如今，福利彩票早已成为
中国彩票市场的“领跑者”，也为今后
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发挥着
日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