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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后的刘亮回到了妻子的

身边!在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里!

他们重新过起了男耕女织! 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这样的平

静日子过了一年! 可是仅靠传统

方式耕种那几亩薄田只能维持生

计!根本无法让全家日子好起来$

怎样才能发家致富呢% 夫妻俩思

寻着 &商量着 !最后 !刘亮决定依

靠在监狱里学的养殖技术! 搞传

统家禽养殖$

夫妻俩想到就干! 没想到出

师不利!他们一下子赔了上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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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饥饿难耐的老鼠!意外地掉

进了盛得半满的米缸里$它确定没有

危险后!便一通猛吃!吃饱了!倒头便

睡$ 有一天!它发现自己站的位置距

外面越来越高!便在内心为是否要跳

出米缸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最

终它未能摆脱大米的诱惑$直到有一

天它发现米缸见了底!它才觉得米缸

现在的高度自己想跳出去也已无能

为力了!最终等待它的只有死亡$

对于老鼠而言!那半缸米就是一

块试金石! 如果它想全部据为己有!

其代价就是自己的生命$ 因此!有人

把老鼠跳出米缸的高度称为'生命的

高度(! 而这高度就掌握在老鼠自己

的手里#

我们服刑人员走向犯罪都有一

个过程!都曾用行动丈量过那段生命

的高度#这其中有经济犯从无法抵挡

金钱的诱惑! 到最终沦为金钱的奴

隶)有刑事犯从最初淡漠法律!到践

踏法律的尊严受到惩罚)有暴力犯从

道德观念淡薄& 对事物认知偏激!继

而贪图享受&崇尚暴力!走向犯罪)还

有非暴力犯长期人生观&价值观偏离

而不自觉!最终外因诱导冲破法律约

束走向犯罪#其间都有一个量变到质

变的过程!而自己对这个过程的觉醒

与把握!也就是对自己生命高度的掌

握# 可惜!我们都没能把握好生命的

高度! 最终都沦为了可悲的阶下囚#

但我们也是幸运的!政府给了我们重

新把握生命的机会!我们可以将自己

的粒粒改造果实重新垫在脚下!最终

跳出'米缸(!获得新生#

但愿我们在改造的道路上不要

再做掉进米缸的老鼠!因为我们已经

没有在人生道路上再错一次的机会#

假如!还是执'米(不悟!结果就可想

而知了#

'庆伟接见# (听到警官的呼唤!

我本能地答'是(!但我不敢相信自己

听到的话是真的#

事情是这样的*入狱之初!我满

怀信心地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父亲在

电话中用冰冷的声音告诉我*'没人

去看你的+ (说完!他便挂断了电话$

听到父亲的话!我神情恍惚地走出了

电话室$ 我的犯罪让家人伤透了心!

父母彻底绝望了$ 从那以后!我便陷

入了无法摆脱的痛苦中$ 父母真的

一次也没有来看望我!我的心彻底凉

了$

在会见室! 当看到父亲满头白

发和充满伤痛的面孔 !我说不出话

来$ 父亲告诉我*'本来我不打算来

看你的 !前段时间 !警官向我们讲

了你的改造情况$ 我想警官与你非

亲非故却能这样关心你 !作为你的

父母也不会真的狠下心肠不管你 !

我和你妈只是,恨铁不成钢-啊+ 只

要你知错能改 !你还是我们的好孩

子..(

原来! 我的情绪变化没有逃过

监区警官的眼睛 !他们在多次找我

谈话无果后 !就采取对症下药的方

案!利用亲情来感化我这颗冥顽不

化的心$ 他们打电话给我的父母 !

把我的改造情况向我家人作了介

绍 ! 并多方面做我父母的思想工

作$ 终于 !我的父母被监狱警官的

真情感动!决定前来接见我$

回到监舍!我辗转难眠!昔日罪

恶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令我无地自

容$ 自己整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混在一起! 父母每天起早贪黑地工

作!我却是游手好闲!从来没去帮他

们!相反还觉得像他们那样过一辈子

累死累活地干没出息$ 父母的劝诫

我都当成耳旁风!最终因犯盗窃罪锒

铛入狱$现如今!我连累了父母亲人!

危害了社会!还不努力改造!真是谁

也对不起啊+

是无私的警官用爱心搭起了我

与家人的'亲情桥(!我将用实际行动

来报答他们的教育挽救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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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在省第三监狱警察到服刑人员刘新家进行家访后的第七

天"本报
!!

月
!#

日
$%

版报道了此事#!在监狱举办的亲情帮教活动中!刘

新和父母在监狱中见面$儿子对父母的猜疑%父母对儿子的怨恨融化在浓浓

的亲情中$

方伟敏 娄田雨 摄影报道

在孟州市赵

和镇某村 ! 有一

个叫刘亮&化名#

的人! 他曾经因

盗窃罪被判刑入

狱
&

年 $ 刑满释

放后! 他用在监

狱学来的养殖技

术! 办起了赵和

镇某村第一个规

模化养殖场 !成

了远近闻名的百

万富翁! 并带领

村民一起走上了

致富路$

错交损友
!"#$

!#'#

年!刘亮因错交损友!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同案犯郭某

牵涉进一个摩托车盗窃案! 在郭

某的软硬兼施下! 刘亮为他异地

销赃$

!##(

年!郭某在另一次盗窃

摩托车过程中案发落网! 刘亮也

随之被捕$

!##%

年!刘亮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
&

年! 同年被送到省

焦南监狱八监区服刑$

入狱伊始!面对
&

年的刑期!

刘亮一度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 !

整日心神不定&无精打采!靠混天

度日消磨时光$ 此外!因为家庭的

一些问题! 他还曾产生过轻生的

念头$

监区干警发现刘亮的异常

后!多次找他谈心!耐心地给他讲

道理!不厌其烦地开导他$ 原来!

刘亮老家在宜阳县! 是因为招赘

才来到孟州市的! 上门女婿的身

份使他在村里抬不起头$ 他妻子

因其刑期长!邻居又说三道四!便

想与他离婚!他听说后万念俱灰!

一心寻死$

监区派干警到刘亮的家里 !

劝他的妻子打消离婚的念头 !又

劝说刘亮的岳父钱老汉协助监狱

做好刘亮的工作! 使他早日改造

好!回家团聚$ 经过干警的再三相

劝! 刘亮的妻子终于打消了离婚

的念头! 钱老汉也原谅了这个上

门女婿! 父女俩还时常到监区看

望刘亮!鼓励他积极改造!早日回

家$ 问题解决了!刘亮放下了思想

包袱!开始认真改造!并选择了自

己喜欢的养殖技术$ 监区领导看

到刘亮思想转变后! 为他提供了

各种学习条件$ 经过努力学习!刘

亮不仅掌握了全套的家畜家禽饲

养技术! 还获得了劳动部门颁发

的养殖技能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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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刘亮因勤奋好

学&踏实改造被假释$

艰苦创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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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刘亮的妻

子精神不振!一向笑容满面的她

整天唉声叹气$

困难压不倒人!刘亮是个不

服输的人$ 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和

考察市场后!他了解到生猪养殖

行业赚钱大 !于是 !他改变了养

殖方向 !决心搞 '二元 (母猪养

殖$ 由于上一次失败的缘故!刘

亮的妻子提起来养殖就害怕!她

极力反对丈夫发展养猪项目$ 为

了帮助妻子从过去的阴影中摆

脱出来!刘亮用比以往更多的关

爱&体贴终于让她走出了心灵的

低谷$ 妻子终于答应和他携手!

共同发家致富$

然而 !万事开头难 !发展生

猪养殖首先需要钱!刘亮盘算着

大约需要一万元的启动资金!可

夫妻俩的那点儿家当早就赔了

个精光!根本没有钱来购买母猪

和猪娃$ 没有钱!就借吧$ 谁知

道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夫妻俩

磨破了嘴皮!不仅没有借来一分

钱!反而还招来了不少白眼儿和

风言风语$ 竟然有人还当着刘亮

妻子的面嘲笑*'没有钱就偷呗!

你家刘亮不是专业,钳工-吗% (

气得她两眼发黑!回到家向丈夫

哭诉说*'不借就不借吧!干吗损

人呀+ (刘亮听后何尝不想与这

些嘴上无德的人拼命!可是两年

多的监狱生涯让他学会了理性

地对待一切$ 他抚摸着妻子的头

发说*'我曾经犯过罪!虽然现在

都已经成了过去!但事实毕竟是

事实!我纵有千双手也难以捂住

别人的嘴$ 不过!只要咱们以后

走勤劳致富路!不怕他们不改变

对我的看法$ (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赵和镇农村信用联社听说了刘

亮夫妇发展生猪养殖受阻的事

儿后 !主动登门 !向他们发放了

小额贷款
($$$

元$ 钱老汉也拿

出了多年的积蓄!为女儿女婿凑

齐了
"$$$

元钱$ 刘亮再一次感

受到了社会和亲人的温暖!那一

刻!他热泪盈眶..

至
"$$*

年年底 ! 刘亮夫妇

通过滚动发展! 从白手起家!发

展到村里的养猪大户!日子越过

越好!养猪年纯收入
!)

万余元!

固定资产
'$

万余元$

核心提示

刘亮富了!可是他并没有忘

了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乡亲!他

牢记监狱警察的教诲!决心做一

个以德报怨的人$ 他把自己的生

猪养殖基地开办成教育示范实

践基地!供乡亲现场学习&指导&

演示! 牢固掌握生猪养殖技术$

现在!刘亮所在的村成为远近闻

名的养猪专业村!农民们走上了

致富路$

勤劳致富的刘亮没有忘记

监狱为他新生所付出的努力 !

"$$)

年五一前夕!刘亮怀着一颗

感恩的心!给省焦南监狱八监区

的警察写来一封信 ! 他在信中

说*'没有监狱警官的教育!没有

在狱中学到的技能!就不会有我

现在的一切..(

高墙内相聚

尘世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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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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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人语

刘亮在监狱中不但完成了人

格的重新塑造
+

灵魂得到了升华!

而且在监狱中学到了一技之长$

出狱后! 他凭着过硬的技术和百

折不挠的毅力创出了一片新天

地!有了自己的事业$更难能可贵

的是! 致富后的刘亮牢记监狱警

察的教诲! 决心做一个以德报怨

的人!他带领乡亲走上了致富路!

从而也改变了他人对自己的看

法$

路就在脚下

典型引路
!)*+,

监狱文体活动很丰富 邱晓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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