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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苏0923民初2344号
汤淮洋：本院受理的原告季友和与

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阜宁县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6044号

钱新龙、徐建泉、叶小女、严碗
儿、严雪芳：本院受理的原告韩军与被
告钱新龙、徐建泉、叶小女、严碗儿、
严雪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民事裁
定书、诉讼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泰兴
人民法院黄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
判决。

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5959号

江苏凯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
安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蒋庆林：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文明与被告江苏凯创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安晟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蒋庆林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向你们
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诉讼义
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 11 时 00 分在泰兴人民法院黄桥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1)苏1111民初902号
鞠继军、姜丽霞、镇江市瑞琛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行与
被告鞠继军、姜丽霞、镇江市瑞琛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 1111 民初 90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382民初433号

徐建：本院受理原告周锋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 苏 0382 民初
43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82民初5054号

吕立法：本院受理原告吕道渠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382 民初 5054
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1)苏0282民初4350号

刘娄先：本院受理黄梅生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82 民初 43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1)苏0923民初3858号

罗翔：本院受理原告王敏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下午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六楼第
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判。 阜宁县人民法院
(2021)苏1112民初1352号

兰德海：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华通动
力重工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苏 1112 民初 1352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给付原告江苏华通动力重工有限公
司价款 450000 元及违约金，案件受理
费 8050 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 8650
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2民初2704号

许其祥、马其香、南京佰居艺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 0102 民初
27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4民初5899号

陶强：本院受理原告朱俊与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 0104 民初 5899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上诉
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6民初8865号

张有华、潘波：本院受理原告江苏
宝顺典当行有限公司诉你们典当纠纷一
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审判信息查询
须知、民事裁定书(保全)、民事裁定
书(简转普)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18民初995号

祖有钱：本院受理南京双善节能科
技有限公司诉祖有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苏 0118 民初 99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
(2020)苏0282民初11337号

沈东：本院受理蒋伟年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 0282 民初
1133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张渚人民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1)苏0106民初3825号

吴建：本院受理陈家芳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 苏 0106 民 初 382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102民初4461号
范海英：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南京分中心与被
告范海英信用卡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 苏 0102
民初 44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102民初4462号

谭敏：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南京分中心与被告
谭敏信用卡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 苏 0102 民初
44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102民初4470号
李峰：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南京分中心与被告
李峰信用卡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 苏 0102 民初
44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102民初4475号
黄亭：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南京分中心与被告
黄亭信用卡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 苏 0102 民初

44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102民初4477号
黄亭：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南京分中心与被告
黄亭信用卡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 苏 0102 民初
44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102民初4479号
刘旭峰：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南京分中心与被
告刘旭峰信用卡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 苏 0102
民初 447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102民初4480号

徐贤明：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南京分中心与被
告徐贤明信用卡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 苏 0102
民初 44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102民初4481号

刘旭峰：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南京分中心与被

告刘旭峰信用卡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 苏 0102
民初 44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102民初4483号

龚娟：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南京分中心与被告
龚娟信用卡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 苏 0102 民初
44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102民初4490号

乔军：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南京分中心与被告
乔军信用卡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 苏 0102 民初
44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102民初4491号
王海云：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南京分中心与被
告王海云信用卡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 苏 0102
民初 449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本报通讯员 姜飞 杨建伟

黄昊，男，1988年出生，现任
龙潭监狱二十一监区党支部书
记、监区长。自 2009 年参加工作
以来，他从一名普通民警干起，
一直身处监狱最前线、监区最前
沿，以真情和智慧化腐朽为神
奇，成功教育改造高危服刑人
员，取得了累累硕果。先后荣记
个人三等功 2 次，被省厅评为优
秀党务工作者、被省局评为江苏
省监狱系统优秀共青团员、安保
先进个人。

带头创新发展

2018 年 9 月，刚满 30 岁的
黄昊被任命为龙潭监狱二十一
监区监区长。面对新任务、新挑
战，他不畏艰难、勇担重任，一门
心思把班子抓好、把队伍带好、把
工作干好。

“在黄昊的身上，我看到了
青年民警不怕吃苦、砥砺奋进的
可贵精神，把监狱事业的接力棒
交给他们，我们很放心！”年近五
十岁的监区教导员李建新说。

黄昊善于发现问题，处处
带头，抓管理抓规范，动真碰
硬，一抓到底，确保各项措施
落地见效，保证了监区的持续
安全稳定。

“基层工作就是要敢于担当
负责，我相信，我们是一支拉
得出、打得响的队伍，一定能
够出色完成任务。”监区会议
上，黄昊的发言令民警们深受
鼓舞。在他的带领下，监区团
队不断突破自我，监区发展变
化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效果，先
后被监狱评为先进党支部和先
进集体。

带头攻坚克难

长期在基层一线的工作经
历，让黄昊练就了一身教育改
造罪犯的真功夫。

罪犯何某，平时话不多，
对周围的人总是充满戒备。面
对 民 警 的 日 常 谈 话 ， 他 总 是

“嗯嗯”，不愿多说一个字。
去年3月的一天，监区民警

向黄昊汇报，何某在会见时得
知父亲生病、姐夫出车祸，家
庭的一系列变故肯定会对何某
改造造成较大影响。

“感谢黄监区长关心，我爸
和姐夫发生意外，我也无能为
力 ， 希 望 他 们 能 早 点 好 起 来
吧，我没事。”面对黄昊的询

问，何某的表现十分平静。但
当他回到监舍后，立刻变得沉
默寡言，并因生活琐事与他人
发生了口角。

何某的异常举动全被黄昊看
在眼里。在周密部署防控措施的
同时，黄昊还对何某在生活上予
以一定关心照顾，时不时地找他
谈话。

寻常之处见功力，细微之
处见真章。有一天，黄昊在巡查
中发现何某眼神躲闪、神情紧
张，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并随
即与何某进行谈心谈话教育，引
导其放下包袱、勇于面对人生。
同时告知何某，监区已经帮其申
请家庭困难帮扶，要好好改造让
家人放心，不能再给病重的父亲
增添新的负担。

经过长达两个小时的促膝
长谈，何某终于敞开心扉，痛哭
流涕，坦言刑期太长，看不到改
造的希望，在多重压力下，甚至
萌生轻生的念头。

“没有黄监区长的关心与帮
助，我可能会一错再错，感谢他一
直没有放弃我。今后我一定努力
改造，争取早日回家，尽尽孝道。”
何某在改造日记中这样写道。

“将罪犯改造成遵纪守法的
公民，是监狱工作的神圣职责。
我们挽救的不仅是一个人，或许
是一个家庭，甚至是维护一方平
安。”这是黄昊的工作信条。他开
启了一个个心灵的枷锁，奔向新
生。

带头言传身教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黄昊对每一个刚参加工
作的新民警都认真教、全心带，耐

心讲解、亲自示范，关心他们的成
长、解决他们的困惑，为他们搭建
展现自我、发展自我的平台。

新民警小张的性格相对内
向，队前讲评考核对他而言难度
稍大。“面对罪犯不要紧张，讲
评内容要结合工作实际，内容
丰富，既是讲评又是授课，让
罪犯掌握要领，有所收获。”黄
昊除了为他讲解业务要领，还
根据执勤情况进行现场讲评演
示。

与此同时，黄昊还积极了
解青年民警的家庭情况，帮助
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真切感
受到集体的关爱和温暖。得知
民警小孙刚满一岁的儿子在老
家突发疾病，黄昊立即安排小
孙撤防：“抓紧回去，路上注意
安全，工作的事情交给我。”然
后自己走上执勤岗位顶替小孙。

“黄书记既是领导又是兄
长，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遇
到困难，他总是第一时间给予
关心和帮助。”事后，每当小孙
谈起这件事，心里总是充满感
激。

监区民警不论是在工作上遇
到难题，还是在生活上碰到烦心
事，都愿意和黄昊倾诉交流，他
也真心实意地帮助大家解决困
难。久而久之，监区党支部逐渐
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的良好氛围。

信念如炬，照亮前行的路；
责任如火，点燃奋斗的心。黄昊以

“在肩负时代重任时行胜于言”的
态度，在监区一线倾情投入、奉献
自我，用美好的青春诠释共产党人
的初心使命，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
歌。

本 报 讯（通 讯 员 赵 康 明
杨旭）近日，丁山监狱积极创新工
作方法，以“五个一”的形式加强
与民警家庭联系沟通，树立“以德治
家、以俭持家、以廉护家”意识，发挥

“单位+家庭”对廉政建设的同向助
推作用，筑牢“廉洁从警”思想防线。

一封公开信件，以“信”倡廉。利
用短信平台，向全监民警家属发送
公开信，感谢他们在疫情期间对监
狱封闭执勤工作的支持与配合，鼓
励民警家属与监狱共同筑牢抵御妨
害事业、危害家庭的助廉防线，为广
大民警提供坚强后盾，解除后顾之
忧。收到公开信后，民警家属纷纷表
示，一定继续为民警的政治前途和

职业生涯当好“廉内助”“贤内助”。
一部教育短片，以“案”示廉。由

廉政监督员在民警家属微信群中发
出“与民警同看一部廉政教育短片”
的倡议，并推送《贪廉一念间、荣辱
两世界》廉政教育影片的学习强国
号链接。影片向家属展现了公职人
员在面对诱惑时，不同的选择导致
了不同的命运，揭示了贪腐给家
庭、亲情带来的打击与伤害，发挥
了“以案醒人”的警示作用，引导
民警与家属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严守法纪红线。

一本廉政读物，以“书”学
廉。纪委监察室围绕党性修养、反
腐防腐等内容，精心挑选数本可读

性强、积极向上的书籍，作为助廉礼
品让民警带给家属，并发起“同读
书、共倡廉”活动倡议，鼓励家属与
民警利用闲暇时光一起阅读，在线
分享畅谈读书心得体会，使“廉洁、
诚信、勤俭、守法”成为民警及家庭
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推动形成“知
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
气。

一场云端讨论，以“会”思
廉。以党总支为单位，邀请民警家
属参加线上家庭助廉会，围绕“如
何培育廉洁家风？”“如何让家庭成
为释放压力、愉悦身心、增添动力
的幸福港湾？”等话题，说认识、
讲经验、谈感受，形成“廉以持

家”的共识。民警家属纷纷表示，
将一如既往地积极配合，多关心、
多过问民警的思想、工作、生活等
情况，督促民警“八小时内好好工
作，八小时外遵纪守法”。

一张联系卡单，以“链”监
廉。在民警家属中开展“四个过问”
倡议，即“过问收入来源、过问礼品
往来、过问吃喝邀请、过问朋友结
交”。监狱以党支部为单位，通过联
系卡单，与民警家庭建立信息沟通
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和掌握民警存
在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与家
属一起共同商议应对措施，共同担
负起做好民警个人健康成长和队伍
整体安全发展的工作责任。

眼睛不大，目光犀利，笑起来，弯
成一轮新月，透着光，这是江苏省无
锡监狱狱政管理支队支队长倪金刚
给大家的第一印象。

“他干起工作来的那股子劲，带
着风，真让人佩服！”提到倪金刚，同
事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狱政管理支队是监狱的安全龙
头，就应该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去，
做平安监狱的守门人。”1982 年出生
的他，工作近 20 个年头，成功教育改
造重点罪犯 12 人，及时排查安全隐
患 20 余起，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2 次，被省监狱管理局评
为“百优十杰”杰出民警。

恪尽职守护安全

“保证完成任务！”电话里传来倪
金刚坚定而有力的声音。

原来，监狱长刚刚向狱政管理支
队下达了准备接收一批新犯的任务。

“ 既 要 阻 隔 疫 情 ，又 要 确 保 安
全！”倪金刚在任务分解会上斩钉截
铁地说。他知道，在疫情防控期间，监
狱既要完成收押任务，也要防止疫情
输入，来不得半点含糊。为此，他带领
狱政管理支队的同事们，制定收押方
案，讨论防疫细节，逐人落实收押任
务和防控点位，每天都要忙到深夜，
方案修改了一稿又一稿。

收押当天，气温高达 35℃，他身
着防护服，在收押现场全程指挥协
调，确保安全稳定。当收押工作结束
脱去防护服时，汗水早已浸湿了全
身。

“只是规章制度烂熟于心还不
够，狱政管理工作必须要和监管实践
紧密结合。”这是倪金刚经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模式下，很多
管理模式都需要随之改变，他白天在
监 区 一 线“ 转 ”，深 夜 在 办 公 室 里

“想”，怎样把制度修订得更合理、更
管用，确保安全工作闭环管理。

封闭管理伊始，在参加监内执勤
日碰头会时，民警反映罪犯信件收发
有延迟现象。在以往，这都是民警每
天上下班实时投递到监外邮筒的小
事，但在封闭以后似乎变成了“难
事”，民警都要持续封闭值勤十余天，
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出监，罪犯的信件
怎么办？

虽然这只是一件很小的执法行
为，但倪金刚知道，对于大墙内的罪
犯与他们的亲属来说，却是一件很大
的事，必须及时畅通。他一方面与监
外的同事沟通，确保信件在静置消杀
后第一时间送进监区，另一方面在监

区及时设置收发点，管教部门每天安
排专人负责信件登记、检查、流转，并
修订完善《封闭执勤期间罪犯信件收
发工作指引》，压实监区、科室的信件
管理责任，做到“信件流转不过夜”，
以制度的形式将好的做法固化下来，
确保疫情防控常态化模式下罪犯与
家庭的沟通顺畅，稳定了罪犯思家念
亲的情绪。

宽严相济化顽冥

改造罪犯是监狱警察的职责使
命。为了提高改造质量，倪金刚把罪
犯改造质量作为重要标准，倾注了大
量精力。

罪犯赵某是出了名的“刺头”，罪
重刑长，长期不认罪，小打小闹、违规
违纪不断，不服从民警管理，还受到过
警告处分。甚至还在《改造日记》中写
下“你们枪毙我吧”，自暴自弃，几乎所
有人都认为他是块“难啃的骨头”。时
任监区教导员的倪金刚主动挑担子，
承包对该犯的教育改造。

他从摸清赵某的家庭情况入手，
准确研判其内心想法，捕捉一切教育
改造机会，不断做其思想工作。但赵
某还是我行我素，不为所动。对此，倪
金刚不急不躁，不离不弃。在一次谈
话中，倪金刚一句“你有没有考虑过
家中老母亲的感受？”，竟令赵某不屑
的眼神突然柔和下来，欲言又止。经
验丰富的倪金刚知道，这里藏着赵某
心灵深处的一个结。

后来通过一次次谈话交流，赵某
终于敞开了心扉。原来，赵某从小与
母亲相依为命，但他多次犯罪不思悔
改，以前母亲总是一次次原谅他，但自
从这次入狱后，母亲就像消失一样，杳
无音信，他一直担心母亲的境况。

根据赵某提供的信息，倪金刚随
即与当地有关部门沟通，最终找到了
赵某的母亲。经过不厌其烦的耐心劝
说，老人家来到了无锡。倪金刚还专
程去火车站接老人，安排了一次特殊
的亲情帮教。

看到 81 岁高龄的老母亲出现在
面前，赵某瞬间热泪盈眶，跪倒在母
亲的身前哭泣忏悔，向母亲诉说着改
造近况和拳拳思念。母亲再三嘱咐着
他：“好好改造，听警官的话，早点回
家！”

倪金刚的真情帮教和暖心付出，
让赵某某体验到了亲情，冰封的心在
一点点融化，本来抱着混刑度日态度
的赵某某，终于开始调整心态，积极
改造。

甘于奉献践使命

在家庭和事业的天平上，倪金刚
偏向后者。工作以来，他几乎没休过
一天公休假，也没度过一个完整的双
休日。

2010 年女儿出生时，他刚从监
区副教导员转岗为副监区长。分管工
作的变动，更需要尽快熟悉情况。他
起早贪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监区加
班。早上出门时孩子还未睡醒，晚上
回家时孩子已睡着。偶尔碰到孩子醒
了，却“不认识”爸爸。小孩子的第一
次翻身、第一次坐起、第一次站立、第
一次走路，他都是事后通过妻子拍的
小视频才看到的。为此，妻子说他：

“你老不在孩子身边，她的成长中你
会错过很多第一次！”每想到这些，这
名七尺男儿的心里也是阵阵酸楚。

“我的爸爸是一位警察，每天太
阳还没出来，他就要去上班了，有时
候晚上他也要去，我常常会连着几天
见不到他，就连答应生日那天陪我去
游乐场玩，他也没有做到⋯⋯”看到
女儿写的作文《我的爸爸》，倪金刚满
心愧疚。如今，女儿大了，也更加懂事
了，已经渐渐“习惯”了没有爸爸陪伴
的生日。

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惊天动地
的伟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倪金刚始
终坚守那份执着和追求，默默地把青
春奉献给他所挚爱的监狱事业，用
智慧和汗水书写着一名人民卫士的
无悔担当。 “新时代江苏司法为民好榜样”风采录

没有金刚钻 不揽瓷器活
——记无锡监狱狱政管理支队支队长倪金刚

□本报通讯员 葛科 杨建伟

年轻的带头人
——记龙潭监狱二十一监区党支部书记、监区长黄昊

丁山 “单位+家庭”筑牢助廉防线

江宁监狱精心准备、精准服务、精细管理，做好 2021年新招录民警
报到工作。通过打造“一站式”接收、提供“全方位”保障、策划“实战化”
培训助力新警迈好从警第一步，扣好从警第一扣。 □杨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