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军"依据法律规定"根据你

的申诉材料" 监狱通过与有关部门

核实" 你的刑期起止时间计算错误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也就是说明天

你就可以出狱了#$%这是真的吗&这

么短的时间你们就解决了" 谢谢警

官"太感谢你们了' $

!"

月
#$

日"当

省第三监狱刑罚执行科科长陈晓航

告诉服刑人员邢军这个消息时"他

先是一脸惊讶"继而是不停的感谢(

!%%%

年
!

月
#$

日" 邢军被判

处有期徒刑
!&

年"被送入省第三监

狱服刑改造(而就在邢军释放前夕"

他却明显地表现出心情烦躁不安"

在监舍来回走动" 嘴里还不停地小

声嘀咕)%不行"不能这样"我出去还

有事呢'$并且他在监舍门口情绪晴

雨表上翻了代表忧郁的蓝色牌子"

监区干警看到后立即找他谈话"邢

军向干警道出了心中的苦闷(

%我在入狱前曾被公安机关羁

押过
#

年
!

个月
#'

天"在狱内我曾

获
(

次减刑"共减去
'

年
(

个月"本

应于今年
!"

月
#$

日刑满释放"但

由于原办案机关在折抵羁押期时计

算有误"使我的服刑日期多算了
(%

天"本来我想着我多住几天无所谓"

反正这么多年都过了" 不想给干警

添麻烦"可是前些天在家人接见时"

我得知年迈的老母病情日益加重"

生命危在旦夕" 我怕等到我出去就

见不着她老人家了**$ 说着邢军

忍不住抹起了眼泪+

监区干警听罢" 安慰邢军不要

太着急"要安心改造"让他赶快写份

申诉材料" 并告诉他干警会以最快

的速度解决他的问题(之后"监区干

警立即向刑罚执行科长陈晓航汇报

了邢军的情况(陈科长听后"感觉到

事态的严重性" 立即找邢军了解了

情况" 并调出邢军档案仔细核算他

的刑期"通过查阅档案,翻阅法律书

籍认真核对后" 发现邢军的刑期计

算很可能存在错误+

向监狱领导汇报后" 陈晓航和

监区一名干警立刻起程前往邢军家

所在地沈丘"历经波折"最终确定邢

军的刑期确实计算错误" 并依法作

出了变更" 制作了新的 -执行通知

书."出具了相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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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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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 苑

!"

月
!%

日! 省周口监狱与西华县蓝天

技校联合召开了旨在促进服刑人员刑释就

业!顺利回归社会的职业推介会" 会上!聋哑

人安双#化名$以精湛的缝纫技艺和自强不息

的精神引起武汉某制衣厂法人代表的青睐!

与之签订了用工协议% 为让这名聋哑人刑释

后顺利就业! 省周口监狱派出民警千里护送

他到武汉就业"

核
心
提
示

!

安报首席记者 赵蕾 通讯员 邹志远

!"#$%&'

)*+,-

上好科学发展观党课

安报讯 自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启

动以来"省焦南监狱在教育内容上"变%单一性$

为%多样性$"不仅讲解政治理论"还讲解业务,

经济,法律等"增强针对性和现实性"达到理论

性,政治性,知识性,趣味性的四统一/在教育形

式上"变%填鸭灌输式$为%双方互动式$"调动了

每个党员的参与热情"学习气氛顿时活跃/在教

育时间上"合理安排"不搞齐步走"各支部时间

不作统一硬性规定/在教育方式上"变%一刀切$

为分类教育"因人施教"对部分基层老党员%开

小灶$"进行一对一帮教"保证每个党员的学习

效果( 0宋民育 赵翔1

苦命娃被胁迫犯罪

安双曾经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经历过太多的

欺骗和磨难" 他已习惯了麻木与痛苦( 他甚至以

为"这辈子不会再有希望和激动了(这个家住湖南

省凤凰县偏僻山区的小伙子" 在一岁时患过一场

大病"因为家贫没钱救治"一场高烧之后"他便永

远失去了听力(因为残疾"安双从小就习惯了忍受

村里调皮伙伴们的欺侮和捉弄(因为家贫"他从没

幻想像城市聋哑人那样"走进福利康复学校"接受

基本的教育(

成年后"家乡的贫困迫使安双跟着村里人走出

山村到外面的世界讨生活( 由于无一技之长"他只

能跟着乡亲们出点蛮力"勉强过活( 不幸的是"离家

没多久"有一次和同乡一起逛街"在路上安双走散

了(他不会说话问路"又只认识%凤凰县2和%安双2五

个字"从此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只得到处流浪+

更为不幸的是"安双在乞讨生涯中遇到了一伙

以盗窃为业的黑恶势力+ 这群丧尽天良的歹徒用拳

头和皮鞭胁迫这位可怜的聋哑人+ 在几次脱逃未果

遭遇毒打后"从小就习惯逆来顺受的他很快就向罪

恶屈服了+ 从此"他被这个盗窃团伙安排到盗窃第

一线"成为了一颗随时可以被人丢弃的%棋子2+

#""'

年
!"

月" 这个盗窃团伙在河南许昌覆

没+ 作为从犯"安双被从轻判了
(

年"押送到省周

口监狱六监区服刑+ 安双曾用手语向监狱民警表

示"在监狱监舍里的第一个夜晚"是他自走出家门

后睡的第一场安生觉+

监狱里学成谋生技

刚开始" 监狱民警并没有打算安排安双到车

间参加习艺劳动"毕竟是个聋哑人"刑期又短"民

警们对他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能否学会缝纫技术

信心不足+但安双对缝纫很着迷"目光总是往习艺

成衣车间瞟+

管教民警看透了安双的心思"打手势问他是否

想学缝纫"安双流着眼泪点点头+ 副监区长刘发力

认为"如果能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为这名聋哑人教

授一技之长"无论对安双本人还是对社会都是一件

大善事+ 但是"可想而知"一名毫无缝纫基础又听不

见讲话的服刑人员学习制衣技术是多么的困难+ 刘

发力让分队长对这名好学的聋哑人要做到不放弃,

不抛弃"要求负责传艺的技术员和服刑人员"对安

双学艺一定要有耐心+

工夫不负有心人+经历两年的刻苦学习"安双

掌握了一手精湛的缝纫技术+ 学得一技之长改变

了安双的心境"他从此不再整天愁眉苦脸"原本黑

黄的脸也红润起来"眼睛里也有了光彩+

今年
!"

月
!%

日" 省周口监狱与西华县蓝天

职业技术学校联合举办了旨在促进服刑人员刑释

就业的职业推介会+在会上"即将刑释的安双引起

了招聘厂家代表, 武汉某服装厂的董事长孙成彬

的注意+其实"因身体残疾"在这次推介会中"安双

对应聘本不抱希望" 在监狱民警的极力劝说下才

鼓起勇气参加面试+民警也积极向厂家推荐"向孙

先生讲述了安双的遭遇及其自强不息的好学精

神+为取信于招聘厂家"监狱民警把厂家代表和安

双带到习艺车间"让安双现场演示技术+孙先生对

安双的技术非常欣赏"也对狱方的苦心甚为感动"

在监狱民警的推动下" 安双与武汉某服装厂签下

了用工协议"厂方承诺待安双出狱后"安排他来厂

就业+

民警千里送他去务工

!"

月
##

日很快到来"安双刑满释放了+ 尽管

有些依依不舍" 安双还是换上了监狱特地为他购

置的便装"跟随监狱教育科民警董玉生,许宏卫"

坐上开往武汉的火车+

由监狱民警护送刑释人员到厂家务工" 在省

周口监狱没有先例+ 这是副监狱长梁爽向监狱长

办公会提请审慎研究作出的决定+ 考虑安双是聋

哑人"又在监狱关押了数年"对社会的变化知之甚

少"为让这名刑释人员抓住这难得的机会"顺利安

全地到武汉务工"经监狱长谢西良特批"特派监狱

民警陪护他到武汉"直到与厂方办完用工手续"顺

利交接+

!"

月
##

日
!)

时"董玉生一行刚到厂里"受到

厂方高规格的礼遇" 三方当天就签署了用工合同"

为安双提供了住所和一部分生活费+ 据护送民警许

宏卫介绍"厂家提供的待遇是很优厚的)包吃包住"

底薪每月
$)"

元"其他为计件工资"以安双的技术"

每月可挣
!$""

元以上+ 得知安双只有一套便装"厂

方便出钱为他做了两身衣服+ %安双今后的生活问

题我们全包了+ 2孙先生说+

!"

月
#(

日至
#'

日"孙先生带领监狱民警走

访了周边的其他服装厂+民警发现"现在服装企业

普遍缺乏熟练工"人力资源缺口很大+十几家企业

老板表示"只要服刑人员在狱中改净恶习"职业技

术过关"能有监狱民警推荐介绍"厂家不会介意他

们的前科+经过
(

天的考察"这十几家服装厂总共

提供了上千个岗位"虚位以待"等候监狱随时输送

改造好的刑释人员+

安双在服装厂工作 董玉生 许宏卫 摄

)*.,-

创新干部管理机制

安报讯 省焦作监狱为促进作风转变和工

作质量全面提高" 实行了监区和科室双向评

议+ 双向评议采取百分量化评分的办法进行"

基层监区重点评议机关科室执行政策水平,工

作指导,服务基层,履行职责和廉洁自律等方

面的情况"机关科室重点评议基层监区工作落

实,罪犯管理,公正执法,创建和谐监区等方面

的情况" 根据综合得分确定 %优2,%良2,%一

般2,%较差2四个等次+ 对评议结果一般和较差

的单位"责令制订改正措施"认真落实整改+ 双

向评议每半年进行一次"评议结果作为监区和

科室业绩评定的重要依据"与单位工作目标和

个人年终评先评优挂钩+ 0汤卫红1

)/0,-

深化!五个一"活动

安报讯
!"

月
#&

日" 省豫东监狱监狱长

高建刚来到一监区" 参加他所承包联系点支部

党员的学习培训+ 该狱党委高度重视深入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结合
$

月份以来监狱开

展的%五个一2活动0监狱领导建立一个监区联

系点, 科室承包一个监区并帮助解决一些实际

问题, 机关警察每周值一天班, 每周下一次监

号,与罪犯进行一次谈话1"重点落实监狱领导

和机关党员警察深入基层开展思想发动, 学习

培训,课题调研等工作"为%五个一2活动注入了

新内容+ 0张 峰 赵锡武1

()*+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
的是其并发症"近几年来糖尿病人数的不断上升"引起了
世界卫生组织医学界的高度重视" 因为它直接影响人的
身体健康及正常工作生活" 对人的生命也构成了极大的
威胁+ 拯救糖尿病患者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中研国际疑难病研究总院糖尿病专研中心是中国唯
一一家与世界各国糖尿病医院交流的医院" 院内集最优
秀的基因免疫学专家,中医学专家,药理学专家,遗传学
专家, 病理学及临床医学众多专家教授强强联手" 历时

#"

多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糖尿病的致病基因"分离出
胰岛细胞再生因子" 研究出令医学界惊叹的糖尿病新药
%益寿康胰王2+

!益寿康胰王"胶囊采用纳米小分子合成和转基因技
术将人参,动物胰脏粉,生物活胰酶,葛根等

!$"

多种中
药提取多种胰岛修复因子,

!

细胞激活素,血糖平衡调节
素和清糖毒素因子"具有降糖,稳糖,降脂,修复等多种功
效+ 通过

#"

万多例临床患者验证+ %益寿康胰王2具有以
下四大特点)

!*

患者服用
!"

天后
!

细胞亲和力大大增
强"一个疗程后基因链发生改变"重新排列组合"两个疗
程后恢复到正常状态/

#*

提高糖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能全
面调节血糖的代谢平衡/

(*

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彻底清
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0如病毒,细菌等对胰岛

!

细胞的损
害1"形成新的保护膜"保护胰岛

!

细胞不再受到损伤/

+*

对糖尿病引起的心,肝,肾,胰各个器官受损的部位有彻

底修复作用+ 一般患者连续服用
#,+

个疗程即可彻底康
复停药+ 这一药品的成功问世宣布了糖尿病这一顽症已
被攻克"同时受到了国内外众多临床医院和专家的关注+

经卫生部权威专家的进一步临床验证+ %益寿康胰王2对
以下患者有独特疗效+

!*

服用多种降糖药物不明显"反反
复复反弹的患者/

#*

吃降糖药就降"不吃就升"注射胰岛
素依赖患者/

(*

四肢无力,麻木,全身瘙痒,浮肿,口干多
饮,腰腿疼痛,心慌,气短,盗汗的患者/

+*

糖尿病并发症"

肾功能障碍,冠心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变,白内障,视
网膜病变,阳痿,早泄等患者+

!益寿康胰王"的效果轰动了整个医学界"受到了广
大患者的好评+ 被国内外众多医学的专家教授认定为治
疗糖尿病首先用药+ 被国家卫生部认证为国家中药重点
保护品种+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发明金奖+让糖尿病患者
彻底摆脱%用药好转

,

临床治愈
,

停药复发反弹2的怪圈+

同时被国内外媒体纷纷作了大篇幅报道+

李良辉"

)'

岁"男性"保定人"糖尿病病史
!'

年"服消

渴丸"二甲双胍"优降糖,血糖控制不好"伴有脑血栓+ 血
糖在

!',#"--./01

"尿糖
2 2 2

"尿蛋白
2 2 2

"视力下降

"*#

"血压增高"肾功能减退"糖尿病并发症以各种症状出
现 "四处求医"武汉,南京的几家大医院都无进展"后来
经朋友介绍"通过药到付款的方式"订购了一个疗程%益
寿康胰王2胶囊+ 用药

&

天血糖平稳下降+ 一个疗程血糖
降至

'*%--./01

"随后又通过邮局汇款邮购了二个疗程"

尿蛋白"血脂均已正常"一天天好起来"视力改善"夜尿
多,失眠症消除+连腿脚都好使了+每天参加晨练"家人非
常感激"停药三年"定期检查至今未见异常+

张秀蓉"女"

+%

岁"郑州人"患糖尿病
!#

年"从开始
就服用降糖西药"但血糖仍居高不下"并发冠心病,高血
压,眼底出血,下肢感染,行走困难,周身瘙痒,难以入睡,

每天注射长效胰岛素
'"

个单位"胰岛素也难以控制病情
的发展"正当她无奈和绝望的时候"在-今日安报.上看到
了中研国际疑难病研究总院糖尿病专研中心的报道"并
拨打了专家热线)

"!",))+'#&+"

"咨询后"经电话订购了

货到付款二个疗程的!益寿康胰王"胶囊"用药
!"

天后血
糖恢复正常"一个月后胰岛素停用"并发症消失"加服二
个疗程巩固治疗停药+现已五年仍红光满面精神焕发"血
尿糖始终正常+

敬告患者)服用!益寿康胰王"康复的患者已达
!""

多万例"为了照顾经济困难的患者"同时也为了让更多
的糖尿病患者早日康复"我院联合卫生部,红十字会及
奥体委共同举办大型 %献爱心344送健康 $优惠活动 "

从即日起药费一律优惠
'"3

" 凡一次性购买
#

个疗程
的患者可免费获赠价值

'$"

元全自动血糖检测仪一
台"不要血糖仪患者可送一个疗程药品"本院对患者承
诺)签约治疗/凡服用

!'

天无效者全额退还"

(,+

个疗
程未愈者全额退款( 一次性购三个疗程患者可免费送
治疗金卡"少数

+

疗程未治愈者或
!"

年内复发反弹者
可凭卡享受治疗直至康复( 剪下广告后通过传真或信
件寄回我院以总院公章加盖后一并随药寄回" 患者手
中作为凭证可让患者放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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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热线#

传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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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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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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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箱 联系人#陈雪兰

农行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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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中研国际疑难病研究总院糖尿病专研中心

网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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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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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送药上门$药到付款$零风险购药战胜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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