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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演

出出

春节，万家团圆的时刻。重庆市
未成年犯管教所一名服刑人员，在市
检察一分院和未管所共同关爱下，依
法获批离监探亲，与亲人团聚过新年。

春节团圆的关爱和亲情，让这个
迷途浪子永远刻骨铭心。

未成年犯跨出监狱过春节

2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九，重庆
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监管区大门口。

大门里，刘新民（化名）迈着方正
的步子，在跨出监管区厚重大门的一
刹那，他下意识努力挺了挺胸，头却依
旧深深埋于胸口。

大门外，寒风中等待了数小时的
父亲看到儿子，提着纸袋的手开始止
不住地颤抖。纸袋里，装着一整套买
给儿子的崭新衣服。

一道刺目的警戒线，将父子两人
隔在两端，只能用眼神来交流。

直到市检察一分院驻所检察室主
任向红轻轻摸了摸刘新民的后脑勺，
示意他可以跨出那道线，刘新民才碎
步上前，一把抱住了父亲的脖子。

父子俩没有任何言语，就这样在
众人的注视下，在那道警戒线外无声
拥抱着，只有苍白的脸颊上那一抹红
晕和眼角的晶莹，不经意间透露着他
们内心的波澜。

在监区大门口相拥无言的父子，
令一旁的检察官和监区民警唏嘘不
已：“这么多年了，他还是第一个在服
刑期间可以回家团年的。”

2015年，刘新民伙同他人实施盗
窃被抓获时，刚过完16岁生日。最
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入狱后，刘新民表现良好，曾减刑
一次，目前离出狱只剩一个月。未管所

根据其平时表现及相关法律规定，同意
了他春节期间离监探亲三天的申请。

“真的万万没想到，我的刑期还没
满，却能出去和家人过个团圆年！”刘
新民的激动溢于言表。而他所不知道
的是，为这三天的离监探亲，有多少人
背后默默地付出，更不清楚这背后的
巨大意义。

司法文明的一大进步

“这是司法文明的一大进步。”向
红坦言，在服刑人员中开展春节离监
探亲工作，体现的不仅是关爱，更是全
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治本安全
观的重要举措。

离监探亲是指准予符合一定条件
的罪犯暂时离开监狱、探望亲属，是监
狱对罪犯的一种狱政奖励。

事实上早在2001年，司法部就印
发了《罪犯离监探亲和特许离监规定》
的通知。但囿于安全监管风险和一系
列原因，这项制度执行起来难度和工
作量都颇大。

“为了刘新民的离监探亲，检察院
和监所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向红表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离监探亲必须符合
在狱内改造表现好，且原判刑期10年
以下，服刑过半，余刑3年以下，服刑期
间至少获得一次以上减刑等一系列条
件。通过筛选，该监所有13人符合离
监探亲条件。对这13人逐一进行外调
后发现，只有3人家庭健全，但其中两
人父母外出务工未回家，父母无法对其
进行有效监管，仅有刘新民完全符合所
有法律规定和客观条件。

此后，检察干警与监所民警还到

罪犯居住地街道社区、当地派出所实
地调查了解情况，并对罪犯本人及其
父母进行了谈话、教育，还要求罪犯在
回家期间，每天必须与检察室值班人
员视频通话一次。

“我们还派出民警，在离监探亲三天
内每天到其家中实地巡查。”重庆市未成
年犯管教所副所长董如雄表示，监所已
采取一切手段杜绝可能存在的隐患。

亲情温暖让浪子刻骨铭心

当天，重庆检察一分院“莎姐”检
察官和监所民警一同将刘新民送到家
中，并带去了米、油等新春礼物。他们
希望这样的爱心行为能温暖这个少年
的内心。

“我会好好珍惜与家人团圆的机会，
好好地跟家人过一个团圆年。”刘新民一
进家门，就开始帮着奶奶扫地、淘米，一
刻不停。两年没与家人团聚，他以最简
单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家的情感。

服刑两年多，家里已发生了巨大
变化，刘新民的外婆当天出殡，所以他
母亲并没有在家。说起往事，头发斑
白的奶奶仍旧泪流不止。

刘新民闻言只是默默抽出纸巾给
奶奶擦泪。这一次，他的目光不再躲
闪奶奶的泪光，而是红着眼睛像是自
言自语又像是在跟奶奶说：“不会再犯
不会再犯……”

“过完年，还有一个月刑期就满
了，到时候我一定好好孝顺您们。”刘
新民削完一个苹果分给亲人们后，这
个曾经风雨飘摇的家，传出了新年的
欢声笑语。

“这个团圆的春节，我一辈子都不
会忘！”刘新民说，将来只要想起这个
春节，就再也不会犯浑去犯罪了。

本报讯 （记者 任雪
萍）2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文化委获悉，2018年春
节期间，从正月初一至正月十
五（2 月 16 日至 3 月 2 日），市
级文艺院团将密集开展驻场
演出和广场巡演，仅重庆主城
区的演出就有50多场，包括
川剧、话剧、杂技、京剧、歌舞
等，让市民一次看个够。

据介绍，市川剧院、市歌
剧院、市话剧团、市曲艺团、市
杂技艺术团、重庆演艺集团等
除驻场演出外，还将在解放
碑、观音桥、三峡广场等主城
多个商圈进行现场表演，同时
还会深入九龙坡、巴南、渝北
等区县的多个乡镇、街道，为
基层百姓带去精彩纷呈、内容
丰富的艺术盛宴。

其中，市京剧团将在洪崖
洞巴渝剧院为市民带来《虹桥
赠珠》《赤桑镇》《捧印》《坐宫》等
传统的折子戏；市杂技艺术团
将走进沙坪坝区为市民带来精
彩的杂技表演；市话剧团将在
重庆大剧院为小朋友带来《白
雪公主》等经典儿童剧；市歌剧
院将在观音桥广场、渝北区表
演以歌舞为主的综艺节目；市
曲艺团将来到巴南区的街道、
乡镇为大家献上曲艺节目。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化
委了解到，市级文艺院团在主
城商圈、广场等地的演出大多
是渝州大舞台城乡文化互动
演出，市民可免费观看。在剧
场内的演出也采取低价票的
形式惠民，最低票价仅30元，
最高票价为80元。

市级文艺院团

送出50余场演出陪市民过年

本 报 讯 （见 习 记 者
赵迎昭）2月14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重庆自然博物馆获
悉，“达尔文星球”VR科普展
正在该馆特展厅展出，该展览
共30项，既有VR、AR、MR
高科技互动体验项目，也有

“恐龙大灭绝”等其他展项。
这也是该馆首次举办VR科
普展。

虚拟现实技术（VR）主要
包括模拟环境、感知、自然技
能和传感设备等方面，利用计
算机生成模拟环境，使用户沉

浸到该环境中。重庆日报记
者现场体验了“雪山之巅”项
目，戴上VR眼镜后，看到飞
机降落在雪山巅峰。走出舱
门，能感受到风雪迎面而来。
走到木栈桥上，桥面瞬间抖
动。向下看，是万丈深渊；望
远方，是连绵的雪山，让人心
生寒意。

有兴趣前往参观VR科
普展的市民需注意，重庆自然
博物馆除夕当天闭馆，初二到
初五为客流高峰期，可错峰
参观。

雪山之巅迎击风雪
重庆自然博物馆首次举办VR科普展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李珩）2月12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主城各大医院了解到，
春节期间，我市多数医院门
诊时间有变，市民在就诊前
要注意。

重医附一院：2月 15日
上午应诊，2 月 16 日停诊，
2 月17日—2月21日上午应
诊，急诊24小时应诊，在此期
间的平诊病人也可在急诊科
就诊。

重医附二院：2月15日，
眼屈光中心、普内、神内、中
医科上午应诊，整形美容科
全天应诊；2月16日停诊；2
月17日，普外、普内、中医科
上午应诊，整形美容科全天
应诊；2月18日，普外、乳腺
甲状腺、肝胆、骨科、老年科、
生殖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
上午应诊，眼屈光中心、整形
美容科、产科、血液内科停
诊，其他科室门诊正常应诊；
2月19日，肝胆、老年科、血
液内科、风湿免疫、生殖医学
中心上午应诊，眼屈光中心
停诊，其他科室门诊正常应
诊；2月20日，肝胆、老年科、
血液内科、风湿免疫、生殖医
学中心上午应诊，整形美容
科、产科停诊，其他科室门诊
正常应诊；2 月 21 日，老年
科、血液内科、风湿免疫、生

殖医学中心上午应诊，产科
停诊，其他科室门诊正常应
诊。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渝中
本部：2月15日—2月21日，
普通内科、普通外科、耳鼻喉
科门诊不停诊，内、外科专家
门诊、中医科、儿保科、特需
门诊2月19日开诊，眼科、口
腔科、皮肤科 2 月 17 日开
诊。礼嘉分院：普通内科、普
通外科、耳鼻喉科门诊不停
诊，眼科、口腔科、皮肤科2月
18日开诊，儿保科、特需门诊
2月19日开诊。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
院、新桥医院、大坪医院：2月
15日—2月17日门诊停诊；2
月 18 日—2 月 21 日上午应
诊。

市中医院：正常应诊。
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眼

科、耳鼻咽喉科门诊应诊，其
他科室2月18日起门诊正常
应诊。中山院区：呼吸内科、
骨科、综合科、心内科上午应
诊。江北院区：部分科室全
天应诊。

市妇幼保健院：门诊正
常应诊，但遗传与生殖研究
所、超声科等仅上午有门诊。

市肿瘤医院：2月15日—
2月17日停诊，2月18日—2
月21日部分门诊应诊。

春节期间医院门诊时间有变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春节期
间自驾出游，可感受高科技带来的新
体验。重庆日报记者2月14日从市
交委获悉，在G93渝遂高速大路服务
区的“无人餐厅”，可体验机器人点餐
上菜；到G5013 渝蓉高速围龙服务
区，可体验共享休息舱，扫码睡觉。

机器人为你上菜

“先生你好，你点的菜来了。”在大
路服务区，驾乘人员都会看到这个与

众不同的餐厅服务员：身高1.55米、
体重40公斤，面带笑容的送餐机器
人——艾米。艾米穿梭于餐厅，时而
唱歌、时而跳舞，时而热情打招呼：“欢
迎光临”。

强大的艾米拥有“自主导航系统”
和“雷达避障系统”，送餐途中遇到障
碍物，可及时停下来避让。

可爱的艾米，让驾乘人员情不自
禁地拿起相机和手机，为它拍工作照，
或与它合影留念。

艾米只是“无人餐厅”的一份子。
据介绍，大路服务区“无人餐厅”主要
由三部分构成：智能点餐系统、智能餐
桌、送餐机器人。

客人坐在餐桌前，可直接在餐桌
上的智能系统上点餐。客人只需要将
喜爱的美食加入“购物车”，完成支付
后，就可坐等机器人将美食送到面
前。该系统不仅支持微信、支付宝，还

支持网银等无现金支付。
等餐的间隙，餐桌可以变成游戏

机、导游或电商平台。桌面上，您可以
玩游戏，看新闻，还可以查询天气、路
况等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外卖”通
道，客人可购买到服务区超市销售的
当地正宗的土特产，并直接快递到家。

共享休息舱半小时仅9元

长途开车累了，到G5013渝蓉高
速围龙服务区，可在共享休息舱休息。

消费者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完成
扫码开舱、门锁控制、消费支付等所有
功能。

半小时收费为9元，封顶59元，
免费提供wifi、静音耳塞，一次性卫生
床具，图书杂志等。床垫和枕头为皮
革，每次使用完后工作人员会清洁一
遍，确认环境卫生干净之后再等待下
一位旅客使用。

这些高速路服务区有点潮

机器人点餐 共享休息舱一晚只需59元

“这个团圆的春节，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一未成年犯离监探亲回家过新年
本报记者 陈波

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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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展
刘新民和父亲拥抱在一起，市检察一分院驻所检察室主任向红轻轻摸了摸

刘新民的后脑勺表示安慰。 记者 夏琳 摄

2 月 13 日，大
足区海棠湖公园，
大足石刻国际佛灯
艺术节开幕，流光
溢彩的佛灯艺术吸
引各地游客前来观
赏。

这场灯展占地
面积 180 亩，共有
45 组超大型灯组，
将世界文化遗产大
足石刻与彩灯艺术
相结合，诠释佛教
教义与中国故事。
本次艺术节将持续
到5月4日，为市民
春节、元宵逛灯会，
感受传统佳节文化
魅力提供了一个好
去处。
特约摄影 罗国家

大足石刻大足石刻
佛灯艺术节亮灯佛灯艺术节亮灯

▲2 月 14 日，旅客正
在渝蓉高速围龙服务区，
扫码消费新型休息舱。

记者 罗斌 摄

◀机器人上菜。
（大路服务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