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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卢教官，十分感谢
您的教育挽救……是您，在我
人生的‘十字路口’，为我指明
方向……现在我经营着一家小
超 市 ，生 活 安 稳 ，请 您 放 心
……”这是近日从苏北沭阳寄
到镇江监狱的一封信。记者从
这封信件背后进一步探知，了
解到一件发生在大墙里的感人
故事。

罪犯抗拒改造
成“老大难”

寄信人是曾经在镇江监狱
服刑的朱某，如今已经回到家
乡。收信人是镇江监狱民警卢
建龙。看到信件上歪歪扭扭的
字迹，卢建龙笑了，改造朱某的
一幕幕就像是刚刚发生的事。

今年 36 岁的朱某曾因盗
窃、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 15
年。刚入狱的那段时间，他可
是监区的“老大难”，对监区民
警的管理常常出言不逊。在监
区民警的约束及教育下，朱某
知道这一套玩不转，转而装聋
作哑，与民警谈话或与其他罪
犯交流竟然不再说话了，而是
随身带着纸和笔，采用书写方
式交流，令人无语。因为这样
的改造态度，朱某入狱 3年，一
直未获减刑，很多人都认为他
已经无可救药。

监区民警卢建龙主动承担
攻坚转化朱某的任务。卢建龙
通过监狱“智能管理大平台”查
阅档案，仔细查看并分析朱某
的犯罪事实、家庭环境和以往
违纪等问题，据实把脉。经过

“数据画像”、前后比较，认为朱
某自控能力差，其家庭受传统
观念“重男轻女”影响，父母对

其过于溺爱，致使性格偏执，受
不得半点委屈，法律意识淡薄。

“因材施教”
让服刑人树信心

对朱某的“病因”了解之
后，卢建龙便开始寻找突破
口。时隔不久，朱某就因生活
琐事，主动挑起事端，与其他罪
犯争执，险些动起拳头。及时
制止后，卢建龙没有习惯性地
批评他，而是在当天监区讲评
会上，充分表扬了朱某忍了一
时之气的“闪光点”。这一下完
全出乎朱某的意料。之后，卢
建龙趁热打铁，针对朱某“好面
子”的特点，循循善诱，从小处
促变，安排其站到头排的位置，
并多次对其进行表扬。

在不断的肯定中，朱某收
敛戾气。了解到朱某喜欢看名
人励志创业的传记，卢建龙主
动送了几本新书，并和他探讨
人生成功之道，点明“错了，不
能再错下去”的道理。随着朱
某的向好变化，卢建龙加大激
励力度，让朱某当监区服刑人
员的小组长，如此“破格重用”，
着实让朱某既诧异又不安。

看着朱某忐忑不安的样
子，卢建龙为他打气：“你能管
好自己，就能带好别人，下面就
看你的行动了，相信你不会给
我脸上抹黑的！”

坚持不懈
助浪子回归社会

教育转化罪犯是一个反复
曲折的过程，卢建龙早有思想
准备。朱某虽然有了向好变
化，但好景不长，朱某故态复

萌，一次监规考试竟然“破天
荒”地考出 30分。卢建龙没有
简单地扣分了事，而是在监区
警务会上提出“给希望、给出
路”的教育建议。这一招又大
大出人意料，对此朱某深感愧
疚，并向民警袒露了他的苦
闷。原来，由于父母对他彻底
失望，入狱以来，从没来探望过
他，因此他失魂落魄，对改造失
去了信心。

卢建龙对症下药，利用春
节前监狱组织亲情帮教的机
会，三番五次联系朱某的父母，
说服他们来探监。在春节前的
最后一次会见活动中，当卢建
龙搀着朱某的父母走入帮教现
场那一刻，朱某再也抑制不住
内心的激动，流着眼泪长跪不
起……回到监区当晚，他写了
一封长长的认罪悔罪信。

“记住，回家的路就在你自
己的脚下，缩短回家的路程要
靠自己的悔罪自新。”从此，朱
某把卢建龙的这句话牢牢记在
心里。因为表现较好，他3次获
得减刑，2016 年刑满释放回到
家乡，后自主创业开起小超市，
有了安定的生活。

今年40岁的卢建龙从警整
整 20年，他现任省镇江监狱三
监区副教导员。多年来面对顽
固难化的罪犯，他匠心独运，因
材施教，用不同的“钥匙”，打开
一把把锈蚀的“心锁”，取得良
好成绩。他先后 4次荣立个人
三等功，4 次获全省监狱系统

“狱内侦查标兵”、“个别教育能
手”等表彰，用他的辛勤付出改
造着一个个罪犯，引领着他们
正确的人生航向，并走向新
生。

（解西辉 杜杰 沈湘伟）

5月17日
停电时间 09:00-15:00
停电线路 10kV京口闸线50302
开关以下至鱼巷环网柜 50324开
关，至花华巷环网柜50305开关
停电范围 镇江市路灯管理处、
镇江海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镇江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百
货商店、镇江市润州宝姿美容健
身会馆、镇江韵成房地产代理有

限公司、又新街、大华电影院、群
艺馆、中百一店、京口闸、京口闸
九如巷、京口闸小区东

停电时间 09:00-15:00
停电线路 10kV港务 231线路、
10kV沿河238线路
停电范围 231 线：镇江市河海
物资仓储经营部、高资勤丰一
队、高资勤丰、高资勤丰村官庄
东、高资勤丰三队

238线：无

京江晚报讯 昨日，“金山
理论讲习所”揭牌仪式在谏壁街
道焦湾社区举行。

“金山理论讲习所”建设主
体为京口区各级基层党组织，服

务对象是全区基层党员干部群
众，目的是打通基层理论工作最
后“一公里”，让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与党中央“零距离”、与新思想

“零时差”。 （茅程之 干光磊）

京江晚报讯 5月9日，润州
中等专业学校开展“创业精英、
劳模进校园”活动，并作为今年
该校“职业教育活动周”系列活
动之一，进一步宣扬“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理念，激发学生的
创业热情、创新精神。

当天下午，该校优秀毕业
生、创业青年周正俊、汪仲敏结
合自身经历，与现场 100 多名学
生 分 享 了 自 己 创 业 的 心 路 历
程。“我一直都在做一件自己特
别喜欢的事情，尽己所能，将它
做到最好……”2012年毕业的汪
仲敏，如今在镇江婚纱摄影圈内

小有名气，成立了“先生夫人电
影工作室”。汪仲敏说，自己的
成功源于学校的技能小组，在那
里，她接触了影视后期制作，并
产生浓厚兴趣，最终，让自己坚
定地走向创业之路。

今年，润州中专以“职教改
革四十年，产教融合育工匠”为
主题，开展“2018 年职业教育活
动周”，通过校园开放日，创业精
英、劳模进校园，企业走访，科技
服务队等形式，展现职业教育的
成果，感受职业教育的精彩。

（徐晨晨 余宽平）

服刑人员自暴自弃成“老大难”
民警“因材施教”助其早日回归社会

京江晚报讯 最近，在丹徒
区宝堰镇丁角村的第二个桥头，
人们天天能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
老奶奶含泪等待儿媳回家。到昨
天为止，这位老人已等待了 51
天。

老人姓潘，今年 87 岁，她等
待的儿媳叫赵冬梅。今年3月20
日傍晚，赵冬梅忙完家务，正准备
照顾婆婆睡觉时突发疾病，当时
正准备为婆婆换洗的衣服还拿在
手上。后来，赵冬梅从宝堰医院
转至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由于
脑部出血，当晚就进行了开颅手
术，手术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术后
赵冬梅一直处于昏迷状态。51
天过去了，赵冬梅还没有醒来，潘
奶奶一直在宝堰镇丁角村的家中
焦急地等待着。她说：“救救我的
好儿媳呀，如果有来世，我一定做
她的儿媳来照顾她……”

赵冬梅的丈夫也身患疾病，
还要在家照顾两个孙女和老母
亲，赵冬梅的儿子儿媳拿出了家
中仅有的七八万元钱抢救，目前
救治费用已超过 20万，全都是向
亲戚和邻居们借来的。

此事被好心网友发到水滴筹
的网上后，短短一天时间，网上捐
款就达到近 2 万元。昨日上午，
镇江市区的“品味”、“江天一览”
等 3名网友得知消息后来到医院
看望赵冬梅，并送上爱心捐款
1700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
的捐款大军中，好多是以前得到
过别人帮助的家庭或病人。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赵冬梅
的病情已经向好的方向发展。后
续治疗费用的缺口仍然很大，而
镇江网友捐助的热情还在继续
…… （李国平 曹海滨）

儿媳昏迷51天，
87岁婆婆天天在家门口苦等——

下辈子我要做
你的儿媳照顾你……

停电检修信息

“金山理论讲习所”落户焦湾社区

润州中专举办“职教活动周”

昨日，全国助残日前夕，大市口街道残联、大市口街道弥陀寺巷社区、京口区金凤凰
艺术团在古城公园举办镇江福彩“弘扬自强精神，播撒关爱阳光”暨“闪光的音符”残疾
人文艺支持成长项目成果展活动，来自街道辖区的残疾人文艺团队，用歌舞和才艺展示
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风采。 王呈 胡红娣 杨添顺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