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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近日，记者从“大美南阳中原彩灯
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南阳市
多宝堂书画艺术馆、北京锐高文旅
集团主办的“大美南阳 中原彩灯
节”将于7月15日在南阳“鸟巢”体
育场开幕，为期45天。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彩灯
现场有上万盏创意彩灯、40余组大
型主题灯。6万平方米的活动现场
分为“中原民俗”、“南阳文化”、“影

视动漫”三大板块。汉画、书法、宛
城、四圣等南阳文化元素，以及奥运
主题、侏罗纪、梦幻城堡等流行文化
都将通过彩灯艺术来表现。本次彩
灯节分为开幕式、动漫节、美食节、
奥运狂欢、甜蜜情人节、南阳文化
展、创意市集七大主题活动。主办
方还邀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进
驻彩灯节，“草编”、“剪纸”、“泥塑”、

“烙画”、“石雕”等非遗项目都将与
市民零距离接触。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鲁钊) 6月14日，作家秦俊
的长篇小说《春秋五霸》座谈会在南
阳师院举行，二月河、何弘、李天岑等
名家与南阳师院数百师生参加。本
次活动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河南省
文学院和南阳师范学院联合举办。

作家秦俊迄今已有18部长篇
小说共700多万字作品出版发行，
多部作品被列入“中原人文精神精
品工程”，其中《汉武大帝》畅销美
国、日本、新加坡等地，深受海外华

人欢迎。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就小说中

“史实”与“虚构”的关系，《春秋五
霸》中的历史人物形象、温情女性角
色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河南历
史题材创作已形成三驾马车：姚雪
垠二月河用雅致来叙述历史，刘震
云拿现实眼光反映历史，秦俊以民
间的视角解说历史。”评论界人士认
为，秦俊的系列小说带有鲜明的民
间烙印，其“解读历史的民间视角和
创作方法”自成一派。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王兵）“终于又找回了入党
时那种激情澎湃的感觉。”6月 20
日上午，在卧龙区检察院，南阳理工
学院葛晨光教授以《让党章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为题开始了他的党课，
台下150多名党员干部认真聆听，
激动时掌声雷动，感动时潸然泪下。

为进一步做好“两学一做”教
育，南阳市充分调动“南阳党建智
库”专家资源，深入到县区及市直

单位、乡镇、企业、学校等基层单
位，面向基层党员进行专题授课。

南阳市委组织部部长杨韫告
诉记者，在充分了解基层党员学习
需求的基础上，智库专家结合自身
学术专长，立足南阳实际，围绕党
章、党规、党史、党建和习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等内容，精心制作党课
课件，自 5月以来，已讲授党课 86
场，许多专家的党课广受欢迎，有
的甚至预约到8月份。

党建智库专家基层讲党课

名家共论《春秋五霸》
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座谈会在南阳举行

大美南阳中原彩灯节
下月将亮相南阳“鸟巢”

高墙内的法与情
——走进西峡县看守所

□南阳观察记者 李铮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封德 李爱敏

坚强的人只能救赎自己，伟大的人才能拯救他人。

看守所，很多人对它很陌生，高墙铁网，在自由世界里隔出一块

特殊地带；很多人又对它很熟悉，《肖申克的救赎》、《越狱》，一些粉丝

早已经见惯了荧屏上的铁窗生活。

西峡县看守所位于五里桥镇白河湾村312国道桥头，桥头处是

一个“人”字路口，向右沿312国道通往自由世界，向左走到尽头就是

看守所。人生，有时只因一步之差。

神秘的高墙之内是什么样子？6月7日，记者穿过西峡县看守所

的高墙，感受那里的冷与暖，法律与温情、沉沦与救赎。

在影视剧中，经常有在押人员三
五成群聚集聊天的场景，甚至会出现
派别争斗，高墙之内真的有这么“热
闹”吗？

高墙、铁丝网、荷枪实弹的武警……
带着疑问，记者穿过一重重铁闸门，走
进了西峡看守所。

占地50亩的区域里，办公楼前的
中央广场绿草如茵，办公区也与普通
的单位并无区别。但从办公楼后的监
区开始，记者察觉到，处处透着精细和
严谨。

“从进入监区开始，每一步都有规
范，每一处都有制度约束，严格的规章
制度是保障监区安全的关键。看守所
的每一项看似冰冷的制度，都是血和泪
的教训换来的。”看守所所长白玉说，在
看守所，细节无小事，一张纸条都有可

能是一次隐患。
犯罪嫌疑人在进入监区之前，需

要在卫生室进行疾病的筛查，符合在
押条件的将被送往监区。

进入监区需要严格的审查、登记，
即使每天出入的管教也需要经过证件
核实、上交手机等一系列程序。监区
有两道大门通往监室，两道门不能同
时开启，以保证监区的安全。

在监区内，每间监室20多平方米，
通常8到10人一室，设有独立卫生间，
可以洗浴。

监室内张贴了被监管人员一日生
活表、每日菜谱和被监管人员权利告
知。

无论在监控室还是在会见室，处
处可见详细的岗位流程表和管理制
度,处处安静有序……

看着铁门内的放风场，看守所党
支部书记周延伟介绍，每天上午和下
午，各有1小时放风时间。为了在押人
员的健康，天气好的时候也会适当延
长时间。在这里，相对自由的时间很
宝贵。

早晨 6时，在清脆的起床号声中，
所有在押人员起床洗漱，整理内务。
记者看到，每个监室里的牙刷和洗漱
杯摆放得整齐划一，床上的被褥也被
叠成“豆腐块”。监区每月都会评出文
明监室和五好个人，给予适当奖励。

起床后一小时，值班民警会对每个
监舍的卫生和在押人员的健康问题进
行检查，遇到身体不适的在押人员，就
会被带到卫生室进行详细检查和治疗。

早饭通常是粥、馒头、鸡蛋和蔬菜
的搭配，餐厅制作的早饭经过留样监
测后，再被送到监舍内。这里的一日
三餐，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营养标
准。每周，会改善三次伙食。夏季，每
天下午会提供绿豆汤、三根汤等。

“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
仁……”用餐结束后是“上课”时间，在

押人员通常要学习法律教育宣传片，
朗诵《弟子规》《国语》等国学教育经
典。这是西峡县看守所的特色之一，
他们为此专门编写了国学文化教育手
册。

上午10时，这是在押人员集体放
风的时间。记者进入监区，发现这里与
影视剧中开放的大操场不同，这里的放
风场被分割成数十个封闭的区域。阳
光照射进来，在押人员的衣服一排排整
齐地晾晒着。他们的“主人”此时也可
以安静地晒晒太阳，或者偶尔聊天交流
几句。这被称为“日光浴”，偌大的放风
场安静而不喧嚣。

午饭之后，有1小时的午休。
下午，会有简单的劳动。
除了规定的作息之外，在押人员有

一定的时间在监舍里看电视或者自由
活动。

晚上10时，监区熄灯。
“严格的生活作息制度，既便于统

一有序的管理，防止管理漏洞，也能让
在押人员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益
身心健康。”白玉说。

黝黑的面容，眼中的血丝清晰可
见……靳平训又熬了一夜。

靳平训是西峡县看守所巡视监控
岗的一位民警，在这个岗位上已经6年
了。6年前他从派出所调往看守所工
作时，不少人都说：“老靳，要退二线养
老了。”

“看守所的工作并不悠闲，就说我
们监控岗位吧，24小时不能离人，要始
终盯着监视器，监区里的一举一动都
要掌握。”他说，这里的在押人员大多
处于诉讼期内，最终判决未下达前，心
理起伏会比较大，需要时刻关注，及时
疏导。

“有时候，他们就像闹脾气的小孩
子，我们民警还得是心理医生。”靳平
训说。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每一个
不完美的工作细节都可能存在风险。
在看守所，只有平凡的岗位，没有平庸
的工作，我们都在以最严谨的态度和
最强的责任感去坚守。”努力让别人不
留遗憾的李坤伍，为了工作，给自己留
下了终身的遗憾：没能见老母亲最后
一面！

西峡看守所是一所中型所，设计
关押量为 350 人，每月关押 200 人左
右，每人所犯的案件、脾气秉性都不
同，每一名干警每天都要面对不少考
验。这时候，经验就显得非常可贵。
因而有的民警一干就是十几年。

就是在这样一群平凡民警的默默
坚守中，西峡县看守所六年实现“三级
跳”，最终成了国家一级看守所。

“采访时，不要拍摄在押人员的正
面照。如果使用照片，一定要经过处
理。不能称呼他们为犯人，要保障在
押人员的隐私权。”采访中，周延伟不
止一次提醒记者。

他说，看守所与监狱不同，看守所
羁押的是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犯
罪嫌疑人。在未经法院判决前，不能
称他们是犯人。除了限制人身自由
外，看守所要保证在押人员的其他合
法权利。

西峡看守所与医院共建了卫生
所，医院每天派出两名值班医生，为在
押人员提供体检、监室消毒等服务。
每半年，他们会对在押人员进行一次
全面体检。医院还为他们开辟有“绿
色通道”，可以保证患病的在押人员得
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身陷囹圄的每个人都需要被救
赎，除了保障在押人员的身体健康
外，心理疏导也是每个管教人员的必

备技能。
西峡县西坪镇的王某，因抢劫杀

人被关押。“刚来时，他焦躁不安，既不
服从管教，还总与别人发生冲突，晚上
不睡觉，多次试图自杀。”有着17年警
龄的民警李坤伍告诉记者，因为难以
面对即将到来的判决，王某的心理波
动较大。

觉察到异常后，李坤伍详细了解
了王某的情况，发现他的妻子马上要
生产了。于是，李坤伍每天值班都与
他谈话，对他进行心理疏导。水滴石
穿，王某最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法院的判决最终还是来了，但令王
某和家人欣慰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
刻，他与自己的孩子见了面，没有留下
遗憾。

“我们最欣慰的是，他们能不留遗
憾。在这里，他们的身体能受到照顾，
内心能受到关爱，人格能受到尊重。”
白玉说，这是他们所一直在追求的。

环境优美的西峡县看守所大院 丁俊良 摄

□南阳观察记者 李文超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陈康

6月中旬的淮河源头，到处郁郁葱
葱，碧水潺潺。星罗棋布的库塘堰塞
坝，让桐柏山平添了几多灵气，令远来
的游人流连忘返。

然而早在 20多年前，淮河源的污
染令人触目惊心，过度开采让许多人的
生活用水都出现困难……

近日，记者来到淮源桐柏，探索这
里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秘密。

童年的小河
老人想起就想哭

“小时候我们三五成群在河里洗
澡，摸鱼，大人都直接在河边洗衣服，吃
饭的水都直接从河里舀的，那时候水真
清啊……”回忆起当年的淮源，现年68
岁的张强老人竟有些呜咽。

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改
变的不只是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彻底改
变了这条清澈见底的河流。桐柏县矿
产资源丰富，其中金、银、铜储量居全国
前列，天然碱储量居亚洲第一，被誉为

“全国特大资源宝库县”。由于早些年
重视经济增长，忽略环境保护，一度造
成污染，不但殃及淮河，也阻碍了可持
续发展的步伐。

“别说洗澡了，水里连蛤蟆都没有
了。”张强说，那时的淮河简直就是一条
臭水沟，“流的水跟染缸里的水差不
多”，很多河流和水库都受到了污染，空
气中都是呛人的气味，喝的水发苦，“当
时我都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
再看到天蓝水清的桐柏。”

“现在天变蓝了，水变清了，鱼虾也
有了。”李生锐深有感触地说，“当年污

染最严重的时候，感觉河都在流泪！”从
小在淮河边长大的他，曾在桐柏县水利
部门工作，淮河源的生态之变，让他不
愿再忆起当年的情景。

“水资源保护刻不容缓，现代水生
态文明的建设必须上纲上线，确保淮水
如镜，清澈东流。”触目惊心的生态危
机，让桐柏县县长贾松啸意识到绿色发
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推行循环经济
“废水”不流外人田

在桐柏安棚化工专业园区里，记者
看到工人正在完成废水处理的最后一道
工序“杂水回注井下溶采”，通过技术改
造，园区实现了“三废”在循环生产中得
到利用。“这些中水一部分用来回注井下

溶采，一部分拿来做绿化用水了，排放的
只有一小部分，而且还都是达标的。”园
区管委会主任陈嵩说。

“以前是肥水不外流，现在是废水、
废气、废热都不外流，企业负责人都学
会了精打细算过日子。”陈嵩说，绿色循
环发展不仅让企业获得了经济效益，也
让园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为了控制天然碱开发造成的水资源
污染，县里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
化”的循环经济发展理念，通过招商引
资，先后投入4亿元资金进行技术改造，
研究出被称为“倍半碱一步法”的制碱工
艺，淘汰了原工艺中有污染的工序。

发布“禁包令”
不保护水质就解约

同样面临绿色发展重任的还有水
库承包者老吴，前不久出台的“禁包令”
让他对未来多了几分责任。

今年4月1日，该县出台《桐柏县加
强和规范县管水库经营管理办法》，为依
法护水作了新的注脚。今后，桐柏县新
建县管水库不得对外承包；已对外承包
的县管水库，细化双方的权利义务，特别
是保护水质的义务。如发现水质不能达
到三类水质标准时，要提前解除合同。

“以前的养殖模式肯定是不行了，
养的鱼太多了，饲料喂的也多，要是提

前解除合同就亏了。”老吴告诉记者，下
一步他准备去江浙地区考察一下，看能
不能在水库边上弄个农家乐，也尝试尝
试循环经济。

坚持“生态立县”
铺就绿色富民路

近年来，桐柏县不断加快水资源保
护的步伐，坚持不懈地开展以小流域治
理为重点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

“十二五”期间，全县治理小流域面积达
97平方公里，总投资3000余万元。同
时，发展“绿色化工”，实施矿产资源合
理开发，探索资源节约型、生态环保型
工业发展新模式。

“喝着上游水，不忘下游人，要坚持
‘生态立县’战略不动摇，立足于打造秀
美山川、优化生态环境，不但锁住淮河的
第一污染源，保住青山绿水，而且还要走
出一条‘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绿色
富民之路。”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说。

如今，漫步在淮河边，杨柳拂岸，绿
树成荫，鱼虾在水草中游玩，不时响起蝉
鸣蛙叫。张强依然深爱着这条河流，见
有人往河里扔废弃物他还会去制止，亲
朋好友再来家里做客的时候，他总是要
带着他们到淮河岸边转转，给他们讲讲
淮河的故事，“看着淮河发生的变化，打
心眼里感觉到自豪。”

20年，他们是怎样帮淮河“洗白”的？
——探问淮源桐柏碧水再东流的秘密

这里，两道门不能同时开启

作息很严格，但也有“自由”

这里没有“犯人”，他们的人格受尊重

流水的“过客”铁打的“兵”

淮河玉带绕山城 陈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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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一卡在手,全省通用。6月16日上
午，南阳市政府新闻办在该市新闻发
布厅举行发布会，邀请南阳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介绍社会保障卡发
行与使用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获
悉，截至目前，南阳市已发放社保卡
343万张，计划10月底完成520万张
发卡任务，年底前实现全省通用。

据了解，新发放的社会保障卡
具有电子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
询、就医结算、待遇领取和社保缴
费、金融支付等功能，将逐步实现
本地和跨地区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生育保险医疗费即时结算。社

保卡首次申领不收费，发放工作采
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分阶
段、分人群稳步推进。此次统一发
卡的对象是参加社会保险的城镇
职工、退休人员和城乡居民的各类
人员，发卡范围覆盖所有参保对
象。农村居民由当地人社部门组
织发卡小组，逐村集中发放；城镇
职工由所在单位逐人集中发放；灵
活就业人员通过电话、短信等方
式，通知本人到当地卡服务窗口领
取；城镇居民通过所在社区统一发
放；在校学生通过学校统一发放。

更详细的社保卡发放事宜，可
拨打服务热线12333咨询。

南阳拟发放520万张社保卡
年底前将实现“全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