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高墙耸立，戒
备森严，全省 14 至 18 岁犯罪少年在这里
服刑改造；这里有一群特殊的“老师”，他
们倾情抚慰受伤灵魂， 洗涤脏尘污垢，让
折翅少年回归真善美，燃起青春向上的希
冀。

因为这些“老师”的无私奉献，湖南省
未成年犯管教所（简称省未管所）成为了
全省第一家部级现代文明监狱、全省惟一
一家连续 15 年实现监管安全“四无”、“七
个不发生”目标的监狱，并连续两年获得
全省系统“红旗单位”荣誉称号。

是老师，是医生，更像父母

省未管所秉承“法治、责任、仁爱、和
谐”的监狱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对服刑人
员严格规范依法管教，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 在这里，管教民警是老师、是医生，更
像父母。

来自张家界 17 岁的小辉， 因抢劫罪
入所服刑。 刚来时，为逃避劳动，他装病卧
床，不吃东西，后来连屎尿都拉在身上。 管
教民警邓峰喂他吃泡面时，冷不防被他一
脚踹到腹部，身体往后一仰，后脑勺撞在
墙上，碰出了血。

邓警官通过掌握的信息，确定小辉精
神正常。 他连着 3 天找小辉谈话：“小辉，
你觉得我委屈不委屈？ 我每天安排人给你
送饭、洗衣服，给你喂泡面还被你踢一脚，
你看，我的伤还没好……”听到邓警官说
起自己的伤，小辉的眼神柔和了，低下了
头。

“小辉， 我不是以管教的身份和你谈
话，我是以一个哥哥的身份和你讲，我知
道你有一个妹妹，妹妹有了委屈，你帮不
帮？ 妹妹不信你，你做哥哥的心里急不急？
……”邓警官的话语恳切动人，句句入心。
也许是被亲情触动， 小辉突然放声大哭：
“邓峰哥哥，我错了。 我装疯卖傻，就是不
想劳动，我真的错了！ ”经过这次事情，小
辉彻底转变了，他积极改造，后来成为“改
造标兵”而减刑。

天气转凉，未成年服刑人员小杰只带
了一条薄毛毯进所，他找到狱政科科长汤
建湘，托他给父亲打个电话，让寄点衣服
被褥过来。 汤科长打通小杰父亲的电话，
刚说明意图就听到电话那头愤怒的声音：
“我不管， 让他冻死吧！ 他就是一个败家
子。 ”放下电话后，汤科长回到家里挑选了
一些自己和儿子的衣服， 几天后拿给小
杰。 小杰怀疑地问：“真的是爸爸寄给我的
吗？ ”汤科长微笑着说：“肯定是的啊。你爸
爸听说你改造得好，很开心，怕你冻着，就
给你寄衣服来了！ 你要好好改造才对得起
家人啊！ ”小杰感动得热泪盈眶，不停地点
头。

“孩子们将受益终生”

省未管所一项调查表明， 未成年服刑
人员中，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97.72%，

这说明，辍学、文化程度偏低是造成未成年
人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

“办学校，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使未
成年服刑人员国民教育不断档。 ”2005 年
初，省未管所党委作出决定。

在省委、 省政府及有关方面的支持
下，投入近 600 万元、建筑面积 3300 余平
方米的省未管所华新学校于 2007 年 9 月
正式开学。 该校是全国第一家与地方教育
管理机构完全接轨的未成年犯义务教育
学校，课程安排、教务、考试等，全部按长
沙市义务教育工作统一管理和考核。 从
此， 在这里服刑的未成年人半天劳动、半
天上课。

省未管所所长杨策介绍，学校现有教
室 15 间， 配备了多媒体阶梯教室、 实验
室、图书室、心理咨询室等设施，能同时容
纳近 1000 人上课。 学校突出思想教育、科
普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社会帮教，重塑
未成年犯的心灵，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素
养和谋生本领。

2012 年 9 月 5 日，是华新学校新学期
开学的日子，上午 9 时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后，我们在教室里看到，第一堂课，老师们
给未成年服刑人员讲授“如何面对挫折困
难”等内容，问答之间，会心的笑声不时飞
向窗外， 如果不是服刑人员着装特殊，你
会认为这里与高墙外的学校无异。

“杨老师，教师节快乐！ 感谢您在校期
间给予我耐心细致的关心教育，让我走出
了人生的黑暗......” 这是去年从省未管所
减刑释放、现在广州一家网吧从事网络监
管工作的郴州少年小智，今年教师节写给
华新学校老师杨玲一封信的开头。 小智刚
入所服刑时，上课不听讲，内向寡言。 担任
语文课教学的杨老师格外关注他，做他的
“知心阿姨”。 小智文化底子差，杨老师就
从拼音字母教起。 在杨老师帮教下，小智
慢慢进步，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后来
因表现好而获得减刑。

在省未管所，还有很多像杨老师一样
的“知心阿姨”。 正如杨玲所说：“我的全部
努力，就是希望他们今后走一条好的人生
路。 ”

省未管所政委贺爱国介绍， 目前，华
新学校已有 3 届共 204 名未成年服刑人
员初中毕业，毕业合格率 100%。

省未管所还注重社会帮教，为未成年
服刑人员架设沟通桥梁。 该所率先在全国
监狱系统举办“家长学校”，邀请家长与未
成年服刑人员一起参加“红色之旅”。 每年
农历小年， 将改造积极分子的亲属邀请
来，与未成年服刑人员吃一餐“团圆饭”，
照一张“合家欢”。 现在，每年参加亲情团
聚活动的家长达 400 余人。

省未管所与国防科大、中南大学法学
院、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长沙市孟妈
妈青少年保护家园、株洲市景炎中学等社
会单位建立紧密联系，多年来开展法制教
育 1000 余场。 株洲市景炎中学校长在一
次法制教育活动结束后，紧紧握住省未管
所领导的手说：“感谢未管所组织了这么

好的法制教育，孩子们将受益终生！ ”

获取人生的一片蓝天

“妈妈，我想您，想您在儿梦里，每当
月圆之时， 儿总想跟您团聚......” 去年 10
月 11 日， 全省服刑人员改造积极分子第
九次代表大会未成年犯改造成果报告会
上，未成年服刑人员小肖吉他弹唱的原创
歌曲《妈妈，我想您》，让全场感动落泪。

小肖是隆回县人，2009 年因故意伤害
罪入所服刑。 在省未管所开展的兴趣小组
中， 热爱音乐的他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学
习和生活从此多了几分阳光。

文化让一个人脱离愚昧，技能的提高
和心理的完善，则能帮助一个人获取人生
的一片蓝天。 省未管所不仅注重未成年服
刑人员文化知识学习，更注重帮助他们学
习心理调适和各种技能，为走出高墙适应
社会打下基础。

2010 年 11 月， 省未管所与湖南深职
训职业学校合作，为未成年服刑人员开办
电焊工专业的技能培训班， 至今已举办 4
期，累计参训人数 962 人，合格率 97%。

省未管所适时推出 “科普进高墙”活
动， 积极引导服刑人员开展科技攻关，在
学科学、用科学中增强本领。 十管区鼓励
未成年服刑人员参与 QC 小组活动 ，小
李、小何等经过 15 天摸索，终于解决了音
膜交合、前盖交合、主体交合等问题。 八管
区 QC 小组成员小马、小邹，运用所学知
识，自行设计了焊插针操作工具，改进了
工装和工序。

2011 年 3 月以来，省未管所实施“一
个管区一个品牌”行动，成立 11 个兴趣小
组。 十管区成立音乐和舞蹈兴趣小组，未
成年服刑人员小林加入兴趣小组学习萨
克斯，在监内通过了专业十级考试，被称
为高墙内的 “萨克斯王子”。 演讲兴趣小
组，手工艺兴趣小组，“手语”兴趣小组，书
法、吉他、篮球兴趣小组……这些兴趣小
组产生出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未成年服
刑人员心向学习、改过自新的氛围更加浓
厚。

针对未成年人特点，省未管所专门成
立了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定期给未成年服
刑人员进行心理辅导、心理调适和心理治
疗。 现在，该所心理教育实现“4 个 100%”：
未成年服刑人员心理教育普及率 100%，个
体心理建档面 100%，心理测评 100%，重点
人员心理矫治面 100%。

四管区未成年服刑人员小陈来所后，
曾一度担心刑期漫长， 加之家庭条件不
好，很少有家人来所探望，情绪低落，改造
散漫。 管区民警针对此情况，在生活上关
心体贴他，同时对他制定心理咨询和教育
改造计划。 参加习艺劳动、科普教育和职
业技能培训之后， 小陈不断摸索和实践，
学会并掌握了缝纫机常见故障维修技术，
还对整套拉机技术要领进行了技术革新，
多次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 小陈表示：
“对未来充满信心！ ”

居住在省监狱管理局生活小区
的何保行老人，年近 70，每天清早 6
时起床下楼运动一个小时，早饭后再
去小区里的老年人活动中心下棋、看
报纸。 这个活动中心是省监狱管理局
特别为老年人修建的。

谈及退休后的晚年生活，何老乐
呵呵地说：“有了老年人活动中心，我
们的晚年生活充满了新鲜和乐趣，怎
能不健健康康。 ”

“老龄工作无小事。 尊重离退休
老同志，就是尊重历史；做好老龄工
作，就是为大局服好务。 ”省监狱管理
局党委一班人认识坚定，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做好离退
休干部工作和加强老龄工作要求，在
局系统切实加强离退休工作基础建
设， 促进离退休工作走上了规范化、
制度化轨道，提升了老龄工作整体水
平。

规范建设带来“五个进一步”

省直监狱系统现有离退休人员
9849 人，其中离退休干部 3949 人，工
人 5900 人。 监狱一般选址在偏僻山
间、湖边等地方，监狱干部职工工作
条件艰苦，又有干警和工人两种不同
身份，待遇因此有所不同。 这些情况
带来离退休后管理难度加大。

从 2008 年开始， 省监狱管理局

进行离退休工作规范化建设，先后出
台了《关于开展离退休工作规范化建
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离退休
工作规范化建设的补充意见》 等文
件，从离退休人员活动经费、人员用
车、医疗补助、活动场所建设、设施设
备建设、 制度和基础业务建设等方
面， 提出了具体详实的量化要求，确
保离退休各项工作有力推进。

怀化监狱原来的老干部活动中
心与老干部宿舍隔了一条马路，这给
老人们去活动中心带来不少安全隐
患。 监狱按照规范化建设要求，对活
动中心进行重新选址建设，搬到了宿
舍区。

衡阳雁南监狱老干部服务中心
原来缺少学习室、 健身室等基本配
备，省监狱管理局在检查时要求该监
狱对此进行整改。 如今，监狱重修了
一个合格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常年开
展棋牌、书法等活动，老人们非常满
意。

离退休工作规范化建设以来，全
系统实现了老年人活动场所、设施进
一步齐全， 活动条件进一步改善，离
退休工作制度进一步健全，为离退休
老同志提供服务和保障的能力进一
步增强，服务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的
“五个进一步”。 很多老同志感慨地
说：“现在不仅吃得好、住得好、待遇
好，还玩乐得好！ ”

排忧解难送温暖

“离退休工作应当变上访为下
访，提前做好工作，积极深入基层，到
家里去了解困难，办实事、解民忧，将
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老同志心坎
上。 ”省监狱管理局局长黄春阳、政委
罗茂智这么认为。

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决定，局领导
亲自听取离退休工作汇报，亲自参加
老同志座谈会，亲自答复老同志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亲自登门或到医院探
望病重的老同志。 这样的活动每年至
少进行两次。

今年初以来，省直监狱系统开展
走访离退休老同志活动。 局领导全部
出动，带领相关处室人员 50 多人，分
别前往 21 个省直监狱（所），共慰问
离退休人员 400 多人，其中住院及特
困的 130 多人。 许多老同志深受感
动， 慰问组临行前坚持要送到车站，
久久不愿离去。

湘南监狱始建于 1954 年， 其前
身为湖南省第七劳动改造管教支队，
企业前身为湖南省新生煤矿，2009 年
底，根据司法部关于监狱退出高危行
业的决策， 服刑人员全部调遣至新
址，监狱整体退出煤矿生产。 湘南监
狱搬迁到新址后，老同志的生活待遇
和基本活动场所建设有待进一步完

善。 走访中收集到老同志意见后，省
监狱管理局党委高度重视，积极筹措
资金，解决了这个难题。

80 岁的姚昭生老人是湖南女子
监狱离休干部， 去年 12 月因车祸重
伤住院， 由于车祸被认定为交通事
故， 不属于政策报销范围，20 多万元
的医药费让原本生活困难的家庭不
堪重负。 走访领导了解这一情况后，
进行多方面协调， 最终通过局工会
“爱心基金”提供 10 万元医疗补助和
单位垫付的方式，解决了老人沉重的
医药费负担，并将其安排到系统内医
院进行康复治疗。

大走访活动解决了部分老同志
生活困难，并进一步疏通了人与人之
间的情感，绝大多数老同志表示理解
局里的难处，有问题一定通过组织合
理表达。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老干部、 老同志是一笔宝贵财
富。 他们安享晚年的同时，如何让他
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为了使老干部、 老同志发挥余
热，省监狱管理局离退休工作服务处
每年都组织一批厅局级老干部去省
直监狱进行实地考察，就监狱生产现
场、罪犯生活现场、改造现场、老干部
家属区建设展开调研，提出一些可能

存在的问题，督促监狱予以整改。
去年下半年，离退休工作服务处

组织老干部到一家监狱进行调研。 生
产现场管理存在的不规范和账簿记
录不详实的问题，让老干部龙虎魁皱
起了眉头，他再三叮嘱监狱领导：“打
分记录要更详细一些，运作要更规范
一些。 ”这家监狱高度重视老同志提
出的意见，积极整改，现在生产现场
井然有序。

“活动多，适合老年人口味。 ”这
是省监狱管理局离退休老同志的共
同感受。 每年，他们要组织开展 8 次
固定的集体活动，选择一些临近的农
家乐或旅游景区， 组织老同志聚餐、
踏青、钓鱼，进行各类棋牌活动。

91 岁的杜喜中老人是老干部里
的“老大哥”。 他积极参加省局组织的
活动。 老人的女儿患有轻微智障，生
活无法完全自理，老伴去世后，照顾
女儿的重担就交到了他手中。 每次离
退休服务处搞活动，老人都会带着 50

多岁的女儿一起参加，女儿吃相不太
雅观， 有时候会影响其他老干部就
餐， 离退休服务处注意到这个情况
后，每次都细心地将杜老和他女儿单
独安排一个小桌子，既照顾到了其他
老干部，也解决了杜老的顾虑。 为此，
老人心中满怀感激。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省直监狱系
统离退休老干部运动会， 也是老干
部们喜爱的活动。 以各项体育比赛
为契机， 省监狱管理局号召全系统
老同志“坚持运动，强身健体”，鼓励
老干部们积极锻炼。 省直 20 多所监
狱的老干部们自发组成了多个训练
小组，每天搞锻炼。 津市监狱的老干
部们在黄玉堂、裴世华的带领下，成
立了老年人门球协会， 已连续多年
在门球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现在这
个监狱已有 6 支训练队伍， 队员总
数达到 100 余人。 运动场上，老年健
儿的风采成为一道醉人的“夕阳美”
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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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心绘出“夕阳美”
———省监狱管理局重视做好老龄工作纪实

文/ 陈勇 何淼玲 高湘华 蒋维 向念

春风不让一木枯
———省未管所创新管理教育纪实

文/陈勇 何淼玲 乔显辉 罗当 肖飞云

近日，全省各级公安部门组织治安、督查、消防等开展“平安金秋 三湘
护航”集中行动，对辖区内公众聚集场所进行了突袭夜查。 王祥斌 摄

在泸溪县人民法院，有这
样一位法官， 常年挽起裤管，
带着法律文书，为土家苗寨群
众送法上门，被大家亲切地称
为“赤脚法官”。 他就是该院立
案庭庭长张学荣。

张学荣今年 58 岁， 从事
司法工作 30 多年。 为了群众
的安宁，他把汗水洒在山间小
道，把身影留给土家苗寨。

今年 10 月 26 日，张学荣
和法庭工作人员一起 ， 带上
法律文书 、国徽 、电脑 、打印
机等设备 ，步行 4 公里山路 ，
来到泸溪县武溪镇有 “麻风
村 ”之称的杨斌庄 ，审理覃国
发离婚案。 庭审中，张学荣采
取简易程序 ， 经过耐心细致
的调解 ， 最终达成了离婚调

解协议。
土家苗寨山高路陡 ,下村

入寨办案 ， 往往只能骑自行
车或者步行。 张学荣记得，一
年下来 ， 要穿烂五六双解放
鞋。

2004 年 7 月的一天，解放
岩乡都蛮村一位 78 岁的老人
杨某 ，步行一天 ，来到兴隆场
法庭反映 ：3 个儿子因埋怨老
人分配宅基地不公平, 不愿意
赡养老人。

当时在兴隆场法庭担任
庭长的张学荣受理了此案，他
为老人安排了食宿，第二天还
安排人护送老人回家。

第三天天刚放亮， 张学荣
便带着两名法官， 步行去都蛮
村审理这起案件。 越过几十里

山路，黄昏时，蛮村坪场上搭起
了临时法庭，法官、村干部和邻
居们一起做老人 3 个儿子的工
作。 看到法官和村干部们的真
诚热情， 他们后悔过去不该那
样对待老父亲， 表示以后要好
好孝敬老人， 案件得到了圆满
调解。

张学荣就是这样， 群众的
事，再小也有天大的责任。 近
年来 ， 他主审各类民事案件
674 件 ，审限内结案达 100%，
无一例超审限、无一例上诉上
访 ， 他因此先后被县政府嘉
奖 、荣获 “全国优秀司法工作
者 ”称号 ，所在法庭先后被评
为 “三好人民法庭”、“全省法
院涉诉信访文明窗口”。

(李焱华 杨志芳)

10 月 31 日 ，据省监狱管
理局负责人透露 ， 湖南省现
代监狱史博物馆筹建工作和
文物征集工作进展顺利 ，已
征集到 4000 余件文物史料 ，
分类整理和布展规划工作已
告一段落， 将在 2013 年首次
布展。

据悉，湖南省现代监狱史
博物馆 ， 将选址在湖南司法
警官职业学院 。 作为第二代
监狱人 ， 该学院党委书记李
云峰在湖南监狱系统工作 30
余年 ， 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
湖南监狱系统发生的翻天覆
地的变化 。 随着第一代监狱
人的渐渐老去和第二代监狱
人逐步退出监狱舞台 ， 许多
记忆或将尘封 ， 不少珍贵历
史资料 ， 已经散失或将会遗
失。 史料的不可再生性，让他
深刻感受到了抢救史料的紧
迫性和责任感。 经多方争取，
2010 年秋 ， 学院和省监狱管
理局联合组建了湖南省现代
监狱史博物馆筹委会。 今年 1

月 ， 全省监狱系统开展了博
物馆史料捐赠暨征集工作。

博物馆旨在运用图文和
实物展示 ，通过声 、光 、电 、实
物 、蜡像等方式 ，全面深刻地

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 ， 我省
监狱 （劳改 ） 工作在教育改
造 、 社会维稳和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中做出的显著贡献。

（何淼玲 贺秋菊）

“赤脚法官”

我省筹建现代监狱史博物馆

2012 年冬季征兵正在全省火热开展。 图为长沙市民
阅读新兵役法宣传手册。 王寒 摄

将在 2013年首次布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