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疝气俗称小肠串气! 初起时

!

椭
"

圆肿块!在躺下或用手压时就

消失!时间长肿块渐大可能降入阴

囊
#

导致不同程度的腹胀阵痛"腹股

沟突出"肠梗塞等并发症# 过去通

常手术疗法! 虽能对疝块实施切

除!盲目修复疝环口!但对腹内容

纳物的扩散转移却无能为力$ 有些

严重患者仅依赖%疝气带&缓解和

抑制! 最终不能从根本上祛除病

症!使复发率越来越高'

中国中医药研究院北京疝气

研制中心同世界卫生组织(

$%&

)

传统医学的数十位海内外著名专

家成功研制出新一代国药!复方祛

疝王"纯中药生物制剂!对疝气的

治疗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不打

针"不手术!以内服"外擦的疗法能

有效地治疗男" 女* 腹股沟疝+脐

疝"切口疝"阴囊偏坠及术后复发

疝等各种疝气$ 口服
'()*

天就有

明显的疗效!一般患者只需
+

个疗

程就可彻底康复!该药的问世荣获

了中国中医药发明贡献奖和国际

医学发明奖$

我院提示# 为解除患者长期服

药而带来的经济负担! 经中心党委

研究决定"将于
,

月
)

日至
,

月
,)

日开展 优惠活动!

&外地患者

可到当地邮局汇款购药! 也可药到

付款'(

咨询电话#

汇款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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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对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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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犯忏悔录 之八少年犯忏悔录

安报讯
,

月
))

日上午 !省第

一监狱服刑人员第十九届工艺美术

作品展拉开帷幕 $ 步入展厅 !象征

重新抽芽的 %丫 &字造型的会标跳

入眼帘 !百余件书法 "绘画 "雕塑 "

剪纸 "模型篆刻以及各种工艺品把

整个展厅装扮成了高雅清新的艺术

殿堂$

在展厅的一个显著位置! 摆放

着一幅粉笔画 ,警察风采 -!展示了

监狱人民警察刚正不阿的形象$ 作

者龙某是一名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
)*

年的服刑人员 ! 刚入狱时

他感到前途无望 !改造消沉 !是监

狱警察帮助他树立了改造的信心 !

引领他走上了美术创作之路$

据监狱教育改造科石俊杰科长

介绍 !监狱的 %习美 &活动已经连续

开展
)-

年了 ! 监狱先后开办了书

法 "绘画 "装潢美术 "工艺创作等多

种培训班 !服刑人员也投入了极大

的热情参加各类%习美&活动$ 这些

%习美 & 活动为监狱生活增添了情

趣 ! 同时也美化了他们的心灵 !鞭

策他们走向新生$

$王新春%

%明天我就要刑满出狱开始新的生

活了!十几年的改造历程!尽管有坎坷"

有辛酸!然而!在这里!我却得到了一份

最珍贵的东西! 这就是一颗感谢和感恩

的心..&昨日!省三监狱服刑人员李玉

林出狱前主动找到监区长高国定说出了

自己的心里话$

李玉林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

于
)--+

年被送往省三监狱服刑改造$ 刚

入狱时!他很少与其他服刑人员说话!更

不愿意与同犯谈自己为何犯罪$ 因为李

玉林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

为何杀死自己的父亲/ 李玉林在出

狱前向监区警官道出了其中的详细原

委$ 李玉林出生在信阳县一乡村贫困家

中!从他有记忆开始!一直伴随着他的是

父亲对母亲的不断殴打和母亲整日的暗

自哭泣!直到有一天!年仅
./

岁的母亲

活活被他父亲折磨而死$ 母亲死后!李玉

林辍学!靠干泥瓦活挣钱养活父亲!并娶

妻有了两个儿子$ 父亲好吃懒做!不仅不

干活!还经常无缘无故地打骂李玉林$ 终

于有一天! 失去理智的李玉林拿起一把

锋利的菜刀捅进了父亲的胸膛$ 把自己

的父亲杀死后! 李玉林背上了沉重的心

理包袱$

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 尽到一个做

丈夫+做父亲的责任!李玉林在入狱后总

是尽量省吃俭用! 尽可能节约自己的开

支! 把监狱发放的零花钱积攒起来寄往

家中!同时!因为积极改造!连年被评为

监狱级改造积极分子! 先后由死缓减为

无期!无期减为有期徒刑
)0

年..

可就在李玉林在改造路上干劲十足

的时候!突然接到妻子的来信!信中写了

这样一句话*%只求俩孩子能有个还能喘

气的妈拉扯他们过去这个年! 以后两个

孩子就交给你了$ &看完这封信!李玉林

的心上像压了一块石头!左思右想!不知

该怎么办才好! 越想越觉得一点出路也

没有了$ 于是! 李玉林给妻子写了一封

信! 隐约透露了自己与她作最后告别的

想法$ 当时担任监区教导员的高国定在

查阅服刑人员来往信件中发现了李玉林

的反常话语! 把他叫到办公室详细询问

了事情的原委$ 知道事情真相后!高国定

告诉李玉林! 监狱和监区一定会帮他解

决问题$

+**+

年
)

月
)0

日!天寒地冻!北风

呼啸$ 高国定和谭茜云两名警官经过长

途跋涉到了李玉林的家里!把
)***

元钱

交给了李玉林的妻子! 并与当地乡政府

和村委会取得联系沟通! 及时对李玉林

的家庭给以救助$

监狱的关爱使李玉林心中的一块石

头落了地!从此以后!他开始怀着一颗感

恩的心投入改造! 先后得到了几次减刑

奖励$ 在出狱前的几个月里!他仍没有放

松自我!积极参加监狱组织的有偿劳动!

用李玉林的话来说*%在监狱一天! 就要

干好一天!我要让监狱警官明白!在我身

上的付出不是做无用功$ & $方伟敏%

安报讯 为落实省监狱管理局%抓

基层+打基础!切实加强监区工作&的会

议精神!省豫北监狱党委及时提出开展

%基层建设年&活动!并于近日开展了公

开选拔分监区长活动$ 竞聘通知在基层

男干警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竞争

者踊跃报名$

,

月
))

日!所有竞聘人员参加了统

一理论考试$

,

月
)+

日!公开竞职演讲

会上! 经理论考试筛选出的
,0

名优秀

青年干警走上演讲台!以铿锵有力的演

讲+严谨缜密的思路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状态冲刺
.

名分监区长职位$ 该狱党委

对此次人才选拔寄予高度重视!监狱长

张保国和政委吕树合同时作为评委会

成员全程参与了选拔活动$

$李建南 周冬鸿%

!

心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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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多么惹人羡慕的年华!他却在迷茫中鬼使神差地画上了一

个句号!从此把少年与罪犯连在了一起)在为期半年的时间里!他和同

伙疯狂作案!最终因为抢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作为青少年

的他!本应坐在课堂上读书!命运为什么会让他作出如此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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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北京奥运会&

*

月
&!

日上

午& 省焦南监狱举办了该狱的首届服

刑人员运动会' 孙亮夫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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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感恩的心出狱

省豫北监狱

*+,-./01

充满对自由的渴望

%罪犯!多么刺人的字眼!它像

一个黑色的十字架!无形地挤压着我

残喘的心肺0自由!多么令人向往的

世界!它似无边无际的苍穹!我只能

望而却步! 无法占有它一寸光阴0

)/

岁!多么惹人羡慕的年华!我却在迷

茫中鬼使神差地画上了一个句号!从

此把少年与罪犯连在了一起$ 我痛

苦! 痛苦自己失去的自由何时找回0

我懊悔!懊悔自己不该为贪图享乐而

不择手段!铸成千古遗恨$ 入狱后多

少个不眠之夜! 我凭倚铁窗苦苦思

索!回味自己的罪恶经历和苦涩的答

案..&

这不是屏幕上的道白! 也不是

艺术家在抒情朗诵!而是一个少年犯

在现身说法时如泣如诉的忏悔$

他叫李祥(化名)!捕前系某中

学初三的学生!因抢劫罪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1

年$

疯狂作案十二起

那是一个灰色的日子!是一个令

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

年
'

月的

一天晚上!我和我的同伙张某等
/

人

从信阳市文化中心门口乘坐一辆红

色面的出租车! 让司机往金牛山驾

驶$ 那个地方很偏僻!就一条笔直的

马路!旁边无人家$ 我们在路的中间

叫停了车$ 当时张力拿出一张
1*

元

钱的假币递给司机$司机一看是假币

又递给了张某$ 张某立即恼怒!遂从

腰间拿出刀子! 对准司机的脖子说*

%就是假的又怎么样!假的不要!什么

都别想要!把你的钱给我掏出来$ &

这时!我们几个同伙也拿刀指着

司机!让司机把钱全部掏出来!并扬

言如果不拿就捅死他$ 司机被吓得浑

身哆嗦!不知所措!只好把身上和车

上的现金全都拿了出来$ 接着!我们

把司机的手机也一起搜走!然后让司

机把车掉转方向!并对他说*%中间不

准停!也不准喊$ 如果喊叫!一定会弄

死你' &因为那是一段较长的路!离市

内比较远!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逃

走!不会被警方抓获$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为期半年的

疯狂作案!而且次次得手!十分顺利$

直至
+**+

年
+

月! 我们在信阳市各

地用同样方法共作案
+1

起! 我本人

参与
)+

起$

成了无可救药的差生

作为青少年的我! 本应坐在课

堂上读书!命运为什么会让我作出如

此的选择/看看我充满畸形的人生经

历! 也许会给人们更多的启迪和反

思$

我曾经和其他少年一样!生活在

一个天真无邪+充满梦幻的时代$ 然

而! 我的童年却多了一份少有的苦

涩$ 我有一个家!一个并没有给我带

来温暖的家$我的母亲原是一名农家

女!和父亲成家后!在信阳市安了家!

但母亲没有文化!长期解决不了工作

问题!只有在家做些家务$因此!全家

人的生计全都依靠父亲一人$

父亲整天忙着做生意!从不知道

关心+教育我!还时常因生意不顺而

酒后闹事!在家打人砸东西!这一切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阴影$ 母亲对我则是百依百顺!宠

爱娇惯!但因没有文化!又缺乏正确

的管教方法!养成了我任性+蛮横+为

所欲为的不良性格!上课捣乱!学业

不佳$ 久而久之!我开始同社会上不

三不四的人接触$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 &我渐渐

变成了一个坏学生$ 不但自己不学

习!还经常扰乱学校纪律!欺负弱小

同学!打架+旷课成了家常便饭!还学

会了抽烟+喝酒!甚至夜不归宿..

老师说我是害群之马!我成了老师心

目中无可救药的%差生&!除了挖苦+

讽刺和批评!从未听老师给我讲过一

句鼓励的话! 并几次责令我立即退

学$ 母亲气得只有暗暗流泪!无奈之

中!几次到学校求情!无论如何也让

我上到初中毕业$ 但我并没有理解母

亲的良苦用心!仍然我行我素!经常

与几个%铁哥们儿&逛网吧+录像厅$

由于家里给的零花钱根本无法满足

自己的消费!我们只有自己%动手&!

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

噩梦醒来是早晨

+**,

年初! 我被送到了郑州未

管所接受改造$管教警官了解到我小

小的年龄竟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时!

在愤慨的同时!又为一个豆蔻年华的

少年如此糟践人生而痛心$他们怀着

强烈的责任感!教育我+感化我+挽救

我+唤醒我!希望我能痛改前非!走好

今后的人生之路$经过耐心细致的思

想道德和法制教育!面对警官们的一

片真诚和爱心!我扭曲的灵魂开始复

苏$ 痛定思痛!我认识到我的犯罪根

源是平时不学法+不懂法+自由散漫+

放荡不羁+ 追求不正当的东西所致!

我真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在

以后漫长的人生之路上! 我要

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

的幸福! 去报答父母十几年来

的养育之恩! 报答警官对我的

真诚帮助$

编后

希望悲剧不再发生

如果每位家长!都能给孩子

提供一个幸福温暖的生活环境!

运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对孩子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培

养孩子良好的行为规范!而不溺

爱+娇惯!或漠不关心!不知有多

少犯罪隐患可以消除)如果学校

不再片面追求升学率!重视一下

对学生的理想$前途$品德$法制

教育!对#差生%不甩包袱!在他

们刚刚误入歧途的时候!伸出关

爱之手拉上一把!避免他们流落

社会!染上恶习)同样!如果李祥

能体谅父母的艰辛和老师的期

望!努力学习!自强不息!树立起

正确的人生观!恐怕也不会有今

天如此悔恨的泪水)

为什么青少年犯罪屡禁不

止呢* 究其一点!还是应该教育

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提高他们对各种不良诱惑的

免疫力) 但怎样才能把强化青少

年的思想$ 品德教育落到实处!

真正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

人!这是需要全社会共同解决的

一个严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