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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特大活动最后三天 真没

想到还有这么神奇的药! 我双膝患

病近十年!疼痛"僵硬"肿胀积水"蹲

不下"站不起来!上下楼还得斜着身

子走!什么方法都用了就是不见好!

医生建议置换关节#$两个月前女

儿给买了
!"

盒仙草骨痛贴!贴了
"

天就感觉好多了!才
#

个月!现在跑

步都没问题%

仙草骨痛贴北京专家研制!专

治久治不愈的膝关节骨质增生"滑

膜炎"髌骨软化"半月板损伤!急症

患者
$%

小时见效!

$&%

个疗程康复&

一个疗程
'(

天 需
)&*$

盒

外地邮寄#药到付款

骨病专线
"#$%&'''(#%%)

地址$ 郑州市金水路与经八路

交叉向北
*"

米玉安堂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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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改造! 对多数服刑者

来说意味着痛苦! 犹如一次蜕

变! 尽管过去的外衣光鲜无比!

但必须完全褪去! 才能新生!而

蜕变的过程是痛苦的& 法不可玩

弄!刑不可赦免!我们必须抛弃

幻想!抛弃浮躁!踏踏实实地走

好改造之路!用实际行动托起明

天的太阳& (这是邢守英发表在

省女子监狱服刑人员小报)**

+巾帼立新报,上+珍惜痛苦,一

文中的一段话- 这也许是她对监

狱生活最深切的感受%

'在入狱的这
*

年
(

个月

的日子里!面对高墙电网!看着

身上的囚服!我数次地发问!为

什么会有今天. 这就是昔日的

优秀乡镇党委书记吗 . 这就是

曾经给下属讲要严格要求自己

的副县长吗. (她说!多少个夜

晚!伴着泪水在回忆!由于自己

党性观念的淡薄! 世界观渐渐

发生了扭曲! 虽然没有为生计

所困! 但是自己的犯罪行为却

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法律是无

情的 !等待自己的是
*+,,

余个

失去自由的日日夜夜 - 生活是

残酷的! 它不会因为你的痛苦

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去修补曾

经的岁月$$('高墙内 ! 惨痛

的教训使我渐渐醒悟 ! 一个有

多年基层工作经验 / 正处于年

富力强之时的我! 本应是在工

作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 为党的

事业作贡献!然而!目前这一切

的一切! 都是自己没有听从党

的教育!无视党的纪律!私欲膨

胀!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廉政

建设的思想防线没有筑牢 !不

能做到警钟长鸣的结果 ! 是咎

由自取% (在忏悔发言中!邢守

英流下了热泪%

'我的刑期比较短!我年轻!

想着回去以后做一些事情% 我对

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比较感兴

趣!想把自己过去有关这方面的

心得整理一下! 让别人作为参

考% (邢守英说!这个想法还没有

考虑成熟!'反正我不会让自己

闲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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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

岁当上了副镇长!从副

镇长"副书记"乡长"乡党委书记

一路走来#

$,,%

年!她被任命为

内黄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如今却

沦为阶下囚$

%我现在脑袋里很乱!请让我

静一静&&'

%

月
$%

日下午 !在

省女子监狱! 我见到了刚刚在省

司法厅及直属单位%讲"树"促'教

育活动警示教育大会作完忏悔发

言的服刑人员邢守英$ 作为参加

警示教育大会唯一的女服刑人

员! 她还没有把自己的情绪从大

会的氛围中拉出来! 她说(%我愿

意接受采访! 请给我时间让我调

整一下$ '

虽然邢守英竭力控制住自

己! 但是泪水还是止不住地往下

流$半个小时以后!伴着时断时续

的哭泣!邢守英接受了采访!她讲

述了自己在狱中的改造生活!对

所犯罪行的忏悔以及感悟$ 她说

话声音不高!但很注意措辞!整个

脸笼罩在淡淡的忧伤中$

去省女子监狱采访之前!我

先和监狱教育科科长任兰平联

系了一下!请她给我找一名愿意

接受采访的职务犯罪服刑人员%

消息很快传过来了!名单上的人

选是邢守英% 上网查阅!邢守英

的资料映入眼帘0

$,,%

年至
$,,-

年
%

月间!邢守英利用其先后担

任滑县王庄镇党委书记/内黄县

政府副县长的职务便利!先后索

要/收受他人钱物共计
%.!

万元!

法院以受贿罪 / 贪污罪数罪并

罚!判处邢守英有期徒刑
/

年%

'当时我去问邢守英愿不愿

意接受采访的时候!心里并没有

抱多大的希望!职务犯因为过去

身份的特殊!他们不愿意在公众

面前再说自己那段不光彩的过

往% (省女子监狱警察王立说!让

她没想到的是!邢守英居然一口

答应了%

'没有人想当反面教材 !可

是我愿意这样做% 今天的我就是

一本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我这身

囚服就是一张昭示惩罚的警示

牌% (警官的说法在邢守英那里

得到了证实 !'我愿意接受采访

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能以我为

教训!不要让悲剧再次重演% 这

是我鼓足勇气作出的决定% (

话虽如此!

%

月
$%

日上午的

那场忏悔发言还是让邢守英难

以平息情绪% '当着那么多人的

面去揭伤疤! 我的心里有多痛/

有多悔! 别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我真想睡三天三夜不醒来 !可

是!我现在的身份是囚犯 !我必

须接受事实***我和普通的服

刑人员一样要接受改造!为自己

的错付出代价% (

据邢守英说!她担任内黄县

副县长的时候!单位曾经组织去

省内黄监狱参观% '我当时因为

工作忙!就没有去% 当时对监狱

一无所知!像普通人一样对监狱

心怀恐惧% (那一次!她可以说是

和监狱擦肩而过!邢守英没有想

到自己有朝一日会以罪犯的身

份踏入监狱%

说出心声$

'没有人想当反面
教材!我愿意% (

服刑感悟$

'要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流俗所牵(

核心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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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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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一天! 也就是邢守

英入狱
/

个月后!她在监狱里和其他服

刑人员一起集体过了一个生日% '我当

时很激动!也很心酸% (她说!没有想到

监狱里会为服刑人员过生日% '我和弟

弟的生日差一天! 以前在家的时候!我

们都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吃蛋糕/唱

生日歌!很热闹/很温馨% (邢守英说!触

景生情!那次在监狱里过生日让她想起

了亲人!想起了过去的欢乐时光%

谈到家庭! 邢守英的眼圈红了 0

'对于一个知识女性而言!常常面临的

是家庭与事业矛盾冲突的困惑% 而我

不一样的是!我有一个特别理解我/支

持我/ 爱我的丈夫! 有一个幸福的家

庭% 婚后
$,

多年来!丈夫从没有因工

作忙/不顾家埋怨我% 相反!每当我工

作遇到压力时! 是他的开导使我渡过

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她说!现在留给

丈夫的竟是每月一次探监路上的伤害

和苦苦期盼的煎熬% 每次他们隔着玻

璃相见时!她都泪流不止% '我不是在

为自己失去自由无法承受这份痛苦而

流泪! 而是为对不起他那颗受伤的心

流泪! 为本就缺乏母爱而又受到伤害

的孩子流泪! 为老母亲为照顾我的孩

子一天天衰老而现在心还在滴血流

泪% (

'每一名领导干部每天都面临着

诱惑和挑战!一旦思想防线决堤!常常

是一念之差/ 一步之遥就会陷入罪恶

的深渊% (对于亲人的愧疚之情常常萦

绕在邢守英的心头久久难以化解!'到

那时!不仅仅本人要承担法律责任/接

受惩罚!伤害更大的是自己的家人!是

默默支持我们工作! 承担起一个家的

妻子或丈夫! 它会给孩子造成一生的

阴影!甚至会发生出狱时1子欲孝而亲

不在2的悲剧- (

'每一次亲人来接见! 我都会流

泪! 好长时间都无法从那种悲伤的情

绪中摆脱出来- 既然跌倒了!就要爬起

来!为了亲人/为了自己/为了关心我

的监狱警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

都要坚强起来!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

家和亲人团圆- (

谈及家人$'每次接见!我都泪流不止(

狱中生活$'失去自由后!我还有一些价值(

'在看守所里!我总觉得像做梦一

样!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一夜最多休息

两三个小时! 其他时候都处在混沌状

态- (邢守英说!等待宣判的日子曾让

她辗转难眠- '被送入监狱后!我一直

在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强迫自己适应

这里的生活! 毕竟我现在的身份和以

前大不相同- ( 在邢守英的一再强调

中! 可以看出目前她已经接受了自己

的身份- 她说!那一次监狱搞活动!她

和另一名职务犯不期而遇- '当时!有

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我们俩都哭了

##(没想到!昔日的朋友居然在这样

的情况下重逢-

%

月
$/

日晚上! 省女子监狱第九

监区服刑人员教室内灯火通明! 邢守

英正在给大家上课! 主题是如何处理

好家庭关系- '我是师范学校毕业的!

但没有上过讲台- 没想到!在监狱里有

了登上讲台的机会- (说到这里!邢守

英苦笑了- 她说!她所在监狱的服刑人

员因为犯罪和家庭关系弄得很紧张!

家里人伤心!她们也难过- '我主要以

自己的亲身经历给这些人讲一讲如何

修复与家里人之间的关系! 让她们积

极改造- 没有说啥大道理!都是我发自

内心的话!我劝她们要积极改造!让家

人看到团圆的希望- (她说!让她感到

高兴的是!课下!许多服刑人员找她交

流- '这让我感到自己还有一些价值- (

邢守英说-

在监狱中! 邢守英参加了监区举

办的文艺晚会! 第一次有了登台表演

的经历- '我们表演的是三句半!题目

叫+拜大年,!这是我们服刑人员自编

自演的节目!我头一回当演员- (说到

这些!邢守英的脸上笑容绽放!笑容中

带着些许的羞涩! 她的情绪已经有了

明显的好转0'我们的节目得了奖!奖

品是每人一个牙刷- 奖品虽小!但大家

很兴奋! 晚会结束后还在议论着下一

次如何改进- (

'我们监区有一个服刑人员和家

里的关系不好!而她又不识字!我就自

告奋勇给她家里写了一封信! 经过干

部从中协调 ! 她的家人最终来看她

了- (邢守英说!这件事让她觉得心里

面甜丝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