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夫 " 不用给我打杜冷丁
了 "我能忍住 "这东西打多了会
上瘾的 "将来就不好办了 # $

!

月
"

日一早 " 李某对查房的医生
说 # 此时李某的癌细胞已经扩散
了 "大量的腹水和疼痛已将他牢
牢地按在了病床上 "但他仍在与
病魔搏斗着 "仍在想着自己的将
来 "仍在与监狱警察一道挑战着
生命的极限 "是什么使他有如此
巨大的信心呢 %

病来如山倒
#$$%

年
&

月的一天" 正在省
第一监狱服刑的李某突然感到下
腹巨痛"排便中出现大量流血# 现
场的警察得知这一情况后" 立即
将他送到了监狱医院就诊# 医生
经认真检查" 发现李某的病情十
分严重" 需到社会上的医院进行
进一步检查# 第二天"四名警官
带着李某前往开封淮河医院# 经
检查诊断"李某患了直肠癌"生命
也许不会超过半年了#

李某刚入狱" 妻子就离家出
走"不知去向"孩子刚刚

'#

岁"已
辍学在家"靠孩子的三叔照顾# 李
某能否战胜病魔"对这个家庭来说
至关重要# 为此"监区领导召开了
专门的会议# 会后"监区向主管监
狱领导汇报了李某的情况"监狱领
导批示&!生命无价"全力救治# $李
某的肿瘤被切除了"死神被拒之门
外# 李某当时躺在病床上激动地
说&!人常说'病来如山倒("是监狱
警察为我搬开了病痛的大山"我一
辈子也忘不了他们的大恩大德# $

生命的奇迹
手术后"李某在警察的关心和医

院的精心护理下" 病情逐渐好转"创
口拆线后" 他便张罗着要回监区劳
动# 为了他的病能够彻底好转"监区
领导坚持让他在医院继续进行治疗#

因做的是直肠手术"李某的排便很困
难" 为此"监狱在给李某的饮食中从
未断过水果#监区警官无私的关爱不
仅让李某感激万分"也深深地打动了
监区的每一名服刑人员"许多服刑人
员自发地为他捐款#在一片爱心的呵
护下"经过

(

个多月的治疗"李某终
于出院了# 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监区
安排他干一些简单的杂活"并安排两
名服刑人员照顾他的生活# 就这样"

李某在警官们为他营造的平静环境
中过着自己的改造生活"身体也是一
天比一天好"警官们见了无不为他感
到高兴# 警官们知道"李某的生命每
延长一天" 都是创造奇迹的一天"他
们每个人都希望这奇迹一直持续下
去"直到李某梦想中那个享受天伦之
乐的晚年#

病情复发
今年

#

月
)

日" 李某突然被一
阵剧痛击倒在地" 值班警察立即将
他送到了监狱医院#

#$

分钟后"监区
领导和医护人员匆匆赶来" 医生马
上对他进行了检查" 结果是癌细胞
扩散# 专家建议进行保守治疗"尽量
减轻他的痛苦# 在监狱领导的批示
下" 医院专门为他购入了白蛋白等
昂贵的药品" 李某每天治疗的费用
"$$

多元#他的生命在监狱警察的呵

护下继续向前延伸着#

&

月底"他的
病情继续恶化" 癌细胞已转移到肝
脏"造成大量腹水"生命随时可能终
止# 对此"监狱医院向他的家属下达
了病危通知" 并将监区警察分成两
组"一组前去寻找他的妻子"一组前
往受害者家里)按照有关规定"李某
的情况可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同
时也可满足他叶落归根的心愿"但
必须获得受害者家属的同意*+ 可结
果是寻找多处也未找到李某的妻
子" 三次劝说也未能获得受害者家
属的同意#

与亲人团聚
为了早日能让李某和孩子见

面"监区警察费尽了心机#

!

月
(

日"

李某的儿子和他的三弟来到了监
狱# 三人相见"顿时哭作了一团# 李
某拉着儿子的手说&!孩子呀"爸爸对
不住你呀"你可要好好学习呀"爸爸
就是吃了没知识的亏才犯了错"你
可不能像我一样呀# $哭诉"使李某的
输氧管几次滑落下来"懂事的孩子几
次轻轻地为父亲安了上去# 在场
的警察小何赶紧扶起孩子"说&!记
住你爸爸的话"要好好学习"有困
难就来找我们, $李某流着泪对警
官说&!又让你们操心了"我知道你
们已经尽力"我也知道受害者家属
不同意我病保"我不怪他们"我也
是当父亲的" 我理解他们的心情"

我这是罪有应得" 不过留在监狱"

又得给你们添麻烦了--$

截至发稿时" 监狱仍在对李某
进行积极的救治" 每个人都在渴望
奇迹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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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省十佳人民调解员冯国军

!

首席记者 赵蕾 通讯员 高方茹

河南省十佳人民调解员

平顶山市郏县白庙乡司法所所长
冯国军带领流动调解庭将人民调解工
作从司法所办公室延伸到发生矛盾纠
纷的 !村头$.!街头$.!地头$.!炕头$"

给双方当事人调解纠纷的同时"也给围
观群众普法" 探索出了一条调解纠纷.

法制宣传的新路子#

(

年来"在冯国军
的带领下"白庙乡司法所流动调解庭共
参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

起"制止群
众性械斗

%*

起#

#+$%

年
)

月的一天" 白庙乡上叶
村村内一片哗然&有事快去问吧"!流动
调解庭$来咱村了# !流动调解庭$处理
河水污染的事呢,

伴随着村民的吆喝" 冯国军和他
的同事们拉开了!白庙乡司法所流动调
解庭$的横幅"他们是来调解村里张红
军的粉条厂排放污水污染下游下叶村
村民杨新宽鱼塘一事的#

上叶村村民张红军
#$$%

年
"

月
在该村建设了一个粉条加工厂"

)

月份
开始投入使用# 由于管理不善"缺乏资
金和技术等原因"大量污水未经处理直
接排到村头的小河里"污水经过小河流
向下游#污水致使村民杨新宽鱼塘里的
鱼死伤无数"损失巨大# 杨新宽就找张
红军理论#结果张红军死不认账#杨气
得两眼发黑"跑了十几公里到乡司法所
报案"并扬言!如果你们不管"就回家和
他一命对一命$#

冯国军停下手中的其他工作"立
即组织调委会人员和杨新宽驱车赶赴
现场"通知张红军停止生产"同时将他
厂里的工人全部组织起来"指挥他们带

上工具"又找来铲车"将排放的污水改
变流向"使鱼塘的损失不再扩大# 第二
天"冯国军又破例提前启动了流动调解
庭工作程序# 由于调解及时"双方握手
言和#

去年
,

月"冯国军接到群众反映&

白庙乡大郭庄村有一片土地荒芜几年
了"再不及时解决"又要错过种麦的季
节#

原来" 这片土地是该乡大郭庄三
组的机动地" 三年前原承包合同到期"

重新发包时被部分群众阻拦"原因是该
组新增人口没有责任田"按土地延包政
策新增人口责任田可以在组里的机动
地里解决" 前提是需要召开群众会"还
要三分之二的群众同意#

冯国军带着!流动人民调解庭$迅
速来到村里召开群众大会#会上三大家
族互不相让"土地虽少但涉及每户群众
的切身利益"如按人头分地每户不足三
尺无法耕种"如新增人口的责任田得不
到解决还会继续走上访的道路"当然还
有部分人是事不关己的态度#

冯国军耐心地向乡亲们解释&土
地继续荒芜不是办法"不给新增人口分
责任田也不符合政策#他说服部分群众
先给新增人口解决口粮田"其余部分承
包给该组群众#冯国军耐心地给每户群
众做工作" 又亲自拉着尺子丈量土地"

将每寸土地分到群众手中#

退一步海阔天空" 让三分心平气
和#都是街坊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大
家让步了# 如今"这片土地上长出的麦
子也该收割了#

敬告" 本栏目信息只

作为双方交流平台# 客户

交易前请查验相关证明文

件和手续$ 本报不作为承

担法律的依据% 个人征婚

栏目内信息$ 双方请自行

审验相关证件$ 未确定合

法关系前$ 不要有任何经

济来往和感情纠葛%

!"#$

%

&

扑克麻将推饼金花斗地主技
术"巧手洗牌"认牌变点"普通
色子"要几打几#+,-./,0.

% &

扑克麻将饼九技术" 各种麻将机
隐形程序"认牌器.变牌器.上分
器.一体机等高科技娱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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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麻将饼九技术" 各种麻将机
隐形程序"认牌器.变牌器.上分
器.一体机等高科技娱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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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系黑白花奶牛养殖

农场$ 现因当地乳业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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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婚姻继承.劳动工伤.土地房产.民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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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收欠款.交通事故.行政诉讼.疑难申诉.法律顾问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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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郑州市顺河路'东明路口(天弘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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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诚招县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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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货有返点 年终有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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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培训中心由具有高级师资职称的郑州
孙记米线口味创始人孙贯闯师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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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
业经验亲手传教 "砂锅米线系列 .麻辣烫 .茄
汁面 .土豆粉 .炒凉粉 .滋补鸡血汤 .白吉馍 .

鸡丁烩面 .热干面 .香辣面 .凉皮 .米皮 .懒面
皮.烙面皮.凉面.怪味面.馄饨.高汤.奇香辣
椒油系列等"技术及配方"学员亲手操作学会
为止"免费食宿"指导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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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日本高科技生产"各机型捕捞范
围从

"

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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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适用于江河.水库.湖
泊及鱼塘捕捞"价特优"欢迎洽谈购机或
代理# 图片资料和实地捕鱼光碟"短信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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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开发的电
子产品" 技术易
学" 全年免费供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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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只
8

组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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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只
8

批交批结
8

承担
工商税收等费用"分厂厂长月薪

#!$$

元"并派专
人上门技术指导"预付

,$;

组装费"来人一律免
费学习"签订法律合同"对广告负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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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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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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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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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有大量布艺饰品诚寻外加工" 免费
供料及技术"人均日做

&9,

件"现金付加
工费

'(

元
:

件"签法律保收合同 "收加盟
费

!++

元"完成合同退还加盟费
8

组织
'+

人以上批量加工"预付加工费
!+;

.管理
费

'+;

"并上门服务承担运费及税收#

电话"

("&#-'+!''("" '"$$#"'# !")!"'++)%#

地址"洛阳市七里河市科协科研所

多彩启蒙环一触即变$变化多端$五彩
缤纷% 手工生产$供设备$免费供原料$

承担运费及税收$现金结算% 每人日获
利

)+-%(

元% 签订合同时交技术使用
费

+$(

元$完成
)

万个后退回%组织
!(

名工人生产者$每月另付丰厚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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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

地址"开封市科技局楼
!))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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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骨里香鸡. 九玄奇香猪
蹄.酱香猪脸等几十种卤味技术#米皮.

凉皮.擀面皮.热干面.白吉馍.土豆粉.

麻辣烫.鸡丁米线.千里香馄饨.奇香辣
油.砂锅系列等几十种名吃及配方#

d»6,.32.50110.%<=ÌÄéê .+¦

© 2,-ë+2ª-+ª.- �ìíîïâðYê

ñ ,.2ª..ª-0ª-1�é��òó®¯

"

五万朝阳年两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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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公共卫生与预防保健开发

中心营业执照正本丢失 ")注册

号&

(!#!########)!*

*声明作废#

"

河南新鑫科贸实业有限公司
因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吊销而解
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各债权
人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
权登记手续#清算组联系人&康
林 /联系电话 &

'")(%,#,,#%

/地
址&开封市寺后街

#(

号# 特此
公告# 河南新鑫科贸实业有限
公司清算组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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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法律.公共事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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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汇知学院现面向全省招收三年制本科学
员"应届高中毕业生请速从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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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祁飞 通讯员 王新春

省一监狱对一名患癌服刑人员的救治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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