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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

14岁的黄玺丹就读于湛江市第二十
七中学八年级1班，虽身处逆境却自强不
息，在生活中扬起一朵朵美丽的浪花；用自
立、自强、乐观、自信为我们树立了“新时代
好少年”的典范，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据了解，黄玺丹家庭比较困难，家里
只有爸爸一个人工作养活一家人。她从
小就养成了自强自立的品格，在家里，她
是个尊敬长辈、孝敬父母、独立自强的好
孩子；在学校，她是个勤奋学习、心系集
体、尊敬师长的好学生；在社会，她是位
诚实守信、遵守社会公德、热心公益活动
的“三好”学生。

说起黄玺丹，老师和同学脑海中总
会浮现出那个勤奋好学、勤劳节俭、品学
兼优的小女生，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她自主勤奋，谦虚好学。在课堂
上，她认真听讲，敢于发表个人见解；在

课堂外，她仔细复习，查漏补缺。”黄玺丹
的老师告诉记者。

她不满足在课堂上获取的知识，在
周末，她大量阅读一些有益的书籍来开

阔自己的视野，增长知识。就是凭着这
股劲，她以优异的成绩成了同学们公认
的“学霸”。“我梦想着成为一名科学家，
为祖国的事业作奉献。”对于未来，黄玺

丹有着明确清晰的规划。
与同学相处中，她待人随和，乐于

帮助他人，善于调解同学间的矛盾，和
同学在快乐生活中共同成长。对于班
集体的荣誉她倍加爱护，只要是集体活
动就会有她快乐的身影，只要是班集体
的事情她都会主动承担，是老师的得力
助手。

她还是班级事务的热心人。虽家庭
经济困难，但她勤俭节约，在别人需要
帮助时毫不吝啬。据了解，在同龄人患
病急需帮助时，她总是慷慨地捐出自己
所积攒的所有零花钱；教室的垃圾桶坏
了，她会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买新的；
班级的订书机没有订书钉了，她会买几
盒订书钉放在教室，方便同学们使用；
班级图书角的图书陈旧了，她会主动将
自己的图书悄悄拿来供同学阅读。在
她的带领下，班级同学之间互帮互助，
团结友爱；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助人为
乐蔚然成风。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每次放学
回家，她都把洗衣服、洗碗、做饭、打扫卫
生等家务活扛在肩上，小小年纪便学会
照顾自己、照顾家人。说起这个自小就
懂事、有着很强自理能力的孩子，父母既
怜爱又自豪。

湛江“新时代好少年”黄玺丹

逆境中激起自强不息小浪花

本报记者陈彦 通讯员周卓飞

黄玺丹在干家务。 记者 殷翊展 摄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特约通讯员黄
余武 通讯员陈昌波 吴智雅）6月 21日
晚，雷州市倡导“垃圾不落地”主题活动启
动仪式在雷州市人民公园举行。活动倡
议从我做起，人人争当文明环境的宣传
员、文明行为的践行者，助力该市创文工
作。活动由湛江市环境卫生协会主办，雷
州市委宣传部及该市创文办、创卫办等单
位协办。

当晚活动首先举行了志愿者团队成立
宣誓仪式。随后，举行关爱环卫工人活动，
同时进行了以“垃圾不落地”为内容的绘画
比赛，还在现场进行垃圾分类知识抢答活
动。活动期间，志愿者在广场范围内向群
众派发宣传资料，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湛江市环境卫生协会相关负责人说，
希望大家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我家做
起，从我单位做起，做好垃圾分类，让垃圾
不落地，把雷州打造成为卫生之城、文明
之城。

雷州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举行“垃
圾不落地”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是该市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需要，也是开展创建省级
文明城市的具体内容，是提升城市形象的
题中之义。活动目的是动员和凝聚更多社
会力量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参与到城市
管理中来，服务社会，传承文明，以点滴文
明汇聚成建设幸福雷州的强大力量。

参加活动人员纷纷表示，将积极投身
到“垃圾不落地”活动中来，用每个人的文
明行动、每个人的爱心责任，汇集成雷州的
一道美丽风景线，努力把雷州建设得街更
净、城更美、生态更文明。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李土娣）
6月22日，记者从湛江火车站了解到，为更
方便旅客出行，合理调配运力，铁路部门将
在7月10日0时起对旅客列车运行图进行
调整和优化。

此次调图，湛江火车站列车开行和终
到时间皆有所调整。将调整5列列车出发
时刻。分别为：5534（湛江—金城江）调整
为6：30开；K9314（湛江—南宁）调整为8：
00开；K1804（湛江—武昌）调整为9：08
开；5538（湛江—金城江）调整为13：05
开；K1474（湛江—襄阳）调整为14：20开。

将调整10列列车的到达时刻。分别
为：K981（昆明—湛江）调整为5：27到；
K1233（深圳东—湛江）调整为6：14到；
K157（北京西—湛江）调整为 6：30到；
K1803（武昌—湛江）调整为 7：00 到；
K1473（襄阳—湛江）调整为 12：30 到；
K871（成都东—湛江）调整为12：40到；
K149（上海南—湛江）调整为14：26到；
5537（金城江—湛江）调整为18：04到；
5533（金城江—湛江）调整为20：13到；
K9313（南宁—湛江）调整为23：20到。

办理客运业务停站调整，分别为：
K9313（南宁—湛江）增加遂溪站；K1473
（襄阳—湛江）取消融安站；5537（金城江
—湛江）取消陆川站。此外，因陆川站站
改，所有途经列车均取消陆川站停站，开通
时间以12306网站公告为准。

湛江火车站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旅客
坐火车出行前可以拨打车站问询处电话
或12306铁路客服中心电话，了解列车出
发、到达时刻。出行时，需留意列车到开
时刻，预足出行时间，提前到车站候车，避
免耽误行程。

旅客列车运行图
7月10日起调整

雷州举办主题活动
倡导“垃圾不落地”

本报讯 （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陈彬
文秀兰）近日，海东派出所民警在巡逻中，
发现并通过智慧新警务手机终端人脸识
别，当场抓获一名贩卖毒品案在逃嫌疑人。

6月18日17时许，海东派出所两名民
警在坡头区沟尾市场旁执行巡逻时，发现
一名疑似贩卖毒品案批捕在逃嫌疑人朱某
辉的青年男子。民警立即上前询问，经表
明身份，出示《警察证》，依法对该名男子进
行盘查，通过警务终端人脸识别后，确认该
男子正是网上追逃对象朱某辉。随后，民
警将其传唤至海东派出所办案区作进一步
调查。

经审查，朱某辉（男，31岁，绰号：肥
鸡，坡头区人）在2019年3月期间，伙同他
人在湛江市坡头区沟尾市场、坡头镇足球
体育场等地点贩卖毒品K粉给陈某生等
人，从中获取利益，涉嫌贩卖毒品罪被网上
追逃。犯罪嫌疑人朱某辉对多次向他人贩
卖毒品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辉已被依法执
行逮捕，此案正移送审查起诉中。

智慧警务终端
成逃犯“克星”

进行时进行时

全民参与
共除毒害

38 名被告人、案卷材料达 150 余

卷，庭审期间到庭的被告人及其辩护

人人数高达 83 人，案件从 1996 年至

2018 年跨度长达 20 年，这是一个为害

一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法院成立 4 个
工作小组，全市两级法院 40 名法警参

与案件被告人押解、值庭工作，公安

机关增派 67 名民警协助安保、维稳工

作，用时二个月，近 600 页的审理报告

及判决书，这一切彰显的正是我市法

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心和力度。

该案是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以来，湛江法院系统审理的规模最

大、被告人数最多的涉黑案件。自九

十年代中期起，梁槐纠集他人以未经

工商注册登记的“飞越公司”为名

号，使用暴力手段控制了江洪镇的螃

蟹收购市场，并逐步形成以其为首、

成员众多、分工较清晰的黑社会性质

犯罪组织。随后，该组织又通过强制

收购、强制定价，恐吓、驱赶、殴打

渔民和其他收购商等方式，逐步控制

了江洪镇及附近海域、码头的海蜇、

海螺收购市场，进一步扩大了势力范

围，并从中攫取了巨额非法利益。

2018 年 12 月 28 日，经湛江市坡头

区人民法院依法该涉黑案进行宣判，

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

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

罪、非法拘禁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诈骗罪、非法采矿罪、强制猥亵妇女

罪、抢劫罪、收购赃物罪，数罪并

罚，判处被告人梁槐有期徒刑二十五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零五万元，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四

年。2019 年 4 月 14 日，湛江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公开对上诉人梁槐等人涉

黑案作出终审宣判，裁定驳回梁槐等

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对其定罪量刑。

高层推动 全力做足庭前准备
因案情复杂、社会关注度高、涉

及人数众多、涉案金额高、涉及多个

罪名，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为从严从

快又依法公正审理该案，2018 年 7 月，

坡头法院提前召开会议，就被告人梁

槐等 38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作详细的

工作部署。根据会议安排，指派办案

经验丰富、业务水平过硬的法官承办

此案，并根据特事特办原则及时合理

调整排案，对承办法官暂时停止分派

其他刑事案件，由刑庭庭长担任该案

的审判长，全面统筹该案。承办人提

前了解该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对

案件进行梳理，对证据进行摘录，笔

记长达 100 多页。

“尽管一早知道这个案件的特殊

性，有所准备，但接案后，还是倍感

压力，该案让我经历了工作后的几个

最，庭审时间最长，长达 8 天；涉案人

数最多，多达 38 人；判决书的页数最

多，近达 600 页。”承办法官龙志军

说，当多达 150 余卷的案卷送过来时，

就像一个乱成一团的线团，各个涉案

人员和长达十多年的案件，错综复杂

地绕在一起，光是理清其中关系，就

十分困难。

为从严从快依法审理，坡头法院

按照上级法院的要求，成立了遂溪县

江洪镇被告人梁槐等人涉黑案专案领

导小组，并拟定了“三同步”工作方

案。总指挥由法院院长陈福担任，领

导小组下设依法处置工作组、舆论引

导工作组、社会面管控工作组、安全

保障组、后勤保障组。专案领导小组

统一指导开展依法处理、舆论引导、

社会面管控工作。依法办理方面，指

定扫黑除恶办公室加强业务指导，确

保司法公正；社会面管控方面，协调

全市两级法院 40 名法警参与案件被告

人押解、值庭工作，协调公安机关增

派 67 名民警协助安保、维稳工作。

攻坚克难 确保审理顺利推进
“原计划开庭需要十天时间，最

终在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的基础上，由

于审判法官精准把控庭审节奏，历经

八天的庭审查清案件全部事实，比预

计的时间提前了二天结束庭审。”法院

院长陈福说，案件最终能攻坚克难，

用时 8 天完成庭审，与湛江市两级法院

的高度重视，多部门联合严格贯彻的

“三同步”工作原则，充分发挥庭前会

议作用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庭审期间，市中院相关领导 2 次召

集坡头法院和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召

开协调会议，推进庭审工作。庭审前

后，坡头法院 4 次召集坡头检察院及坡

头公安局召开公检法联席协调会议，

并邀请坡头检察院列席审委会议，共

同研讨交流办案过程中的难点和重点

问题，加强部门信息共享沟通协作，

经讨论形成一致意见，确保了案件审

理有序推进，有效提升了办案质量。

“整个庭审过程，合议庭的每一

名成员都像一个个齿轮，紧密配合，

不敢停歇，精神高度紧张，几乎每天

早上 6 点多一睁眼，吃完早餐，大家就

一起工作，讨论案情，时常研究至深

夜 11 点。”承办法官龙志军说，庭审

中，成员们认真做到半天一会议，对

刚结束的庭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解决并进行总结，调整下一个阶段的

庭审节奏。

通过召开庭前会议，法官首先要

求出庭各方有针对性地对被告人进行

发问，发问的内容与犯罪事实和证据

之间要有紧密联系。其次，庭审前合

议庭与公诉人就如何出示证据进行了

探讨，要求公诉人科学合理布局示证

体系，对案件事实进行合理分解，将

证据进行归类与排列。最后，对案件

可能涉及到的辩论点做全面预测，要

求控辨双方结合案件事实及案件所涉

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辩论。

如期宣判 有效震慑黑恶势力
经过 20 多个日夜的加班加点，20 余次

的议稿、校对、说理，将公诉人、被

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纳入案情报告

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最终形成了将

近 600 页的审理报告及判决书。

2018 年 12 月 28 日，随着法槌敲

下，本案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寻

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毁坏财

物罪、诈骗罪、非法采矿罪、抢劫

罪、收购赃物罪等罪数罪并罚，判处

被告人梁槐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

罚金二百零五万元，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判处其他 37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九年至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

宣判后次日，该案被 CCTV-13 新

闻频道的 《朝闻天下》 予以报道。省

市各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梁槐一案

审判迅速刷爆微信群和朋友圈，“大快

人心”“为法院判决点赞”等留言体现

了普通民众对审判的充分肯定。案件

的审理和宣判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彰显了我市与黑恶势力

斗争到底的坚定决心，有力打击和震

慑了黑恶势力犯罪。

利剑扫黑 维护公平正义——

江洪镇梁槐案审理纪实
文/ 记者 林小军 李亚强 通讯员 杨振兴

本报讯（记者潘洁婷）“我和我的祖
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歌……”6月23日上午10
时许，伴随着手风琴、笛子、小提琴等乐
器的节奏，悠扬的歌声传出（如图，记者
潘洁婷 摄）。这是一个由市区退休老人
自发组成的合唱团，取名“快乐开心合唱
团”。每个月，团内近百位老年朋友相聚
市区各大公园，跟随乐器师傅的演奏，演
唱一首首经典老歌，他们用歌声颂祖国、
赞家乡，歌唱今天的美好生活。

“最初的想法就是让老姐妹们开开
心心、健健康康的，让大家珍惜现在的幸
福生活。”说起这个由老年人自发组织的
合唱团，组织者之一、今年60岁出头的
许敏介绍：“合唱团成立之初，只有二三
十人，大家聚在公园里唱。每次一开唱，
就吸引不少来公园转悠的老年人跟着一
起唱，很快合唱团就小有规模。”据了解，
团内合唱的内容都是红色歌曲和传统音
乐，合唱团成立至今已有两年多，陆续有
人员加入，同时也有乐器老师加入，唱歌
的人数不断增多。

大家因喜爱而相聚，如今自发参与
合唱红歌的老年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
红歌传唱的新热潮。合唱团滋润了老年

人的晚年生活，为他们提供了释放激情、
陶冶情操、广交朋友的平台。60岁的苏
阿姨说：“跟老伙伴们一起唱唱笑笑，热
热闹闹的，身体得到了锻炼，心情好了，
生活也充实啦！”“在一块唱歌就感到快
乐，快乐了就觉得足下生风，干什么都有
劲儿，合唱团就是我们快乐的家。”不少
老人都这样说。

▶▶记者手记
“最美不过夕阳红。”在采访中，“快乐

开心合唱团”的老人们的热情让人感动，
也许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每个人都将自

己的心与音乐绑在一起，用心感受彼此，
奏唱出晚年幸福生活的乐章。音乐使老
人们的晚年生活更多彩、更阳光，为他们
构建起了充满精气神的老年梦，充分展示
了老年人的精神美、心态美、风度美。

像这样的老年歌舞团体还有很多，
在湛江市区各个公园、广场的绿荫下，到
处可见他们活动的身影。这些老年歌舞
团大都是自发形成的，他们用实际行动
体现了美好生活带给老年人的欢乐，成
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一道亮丽风
景。音乐带给他们快乐，也带给周围的
观众快乐。

老年合唱团唱响美好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