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江讯（夏子俊 文/图）过生日，吃
生日蛋糕，收生日礼物，对于小朋友来说
是最普通的事情，可对于留守儿童来说，
这是一件奢侈的事。

5月28日下午，市十三小开展“关爱
留守儿童 关爱祖国未来”系列活动，组
织全校1至6年级留守儿童，开展了一次
简单又特别的生日活动。炫彩的生日蜡
烛，可口的水果，精美的蛋糕，以及老师
为学生送去的美好祝福，形成一幅温暖
感人的画面，老师们为学生切好蛋糕、水
果，学生们开心地品尝，在这个普通的日
子里，给予学生特别的爱。

钟运年是十三小五年级三班的学
生。他说，爸妈在宁波打工，爸爸是快递
员，妈妈是缝纫工，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
回家一次，平常自己跟爷爷奶奶住在一
起，看到别的小朋友跟父母一起出去玩，
自己非常羡慕，心里想父母早点回来陪
伴自己，今天老师送的蛋糕，是自己吃过
最甜的蛋糕！享用完蛋糕，钟运年面对
镜头哽咽地说道：“爸爸妈妈，希望你们
在外面注意身体，我会在家听爷爷奶奶
的话，好好学习，认真读书，等你们回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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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讯（徐笑月 文/图）6
月5日，西郊街道景航社区开展
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欢
度我们的节日”端午包粽子活
动，场面热闹非常。

在社区志愿者的指引下，参
赛人员分成八个小组，每个小组

四人，开始包粽子比赛，个个经
验老到、手脚麻利，包粽子又快
又好，一气呵成，周围观众连声
叫好。活动还增加了趣味有奖
知识竞赛环节。活动结束后，社
区志愿者将包好的粽子送给辖
区孤寡、空巢及残疾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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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讯（夏子俊 文/图）5
月29日上午，新枫街道组织
工作人员为街道部分孤寡老
人、城镇特困供养人员送去暖
心粽子与节日慰问品，提前感
受节日的温暖。

工作人员一大早就将粽

叶、糯米、捆绳准备就绪，围坐
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包着粽子，
现场粽叶飘香，其乐融融。在
粽子包好蒸熟后，工作人员一
同出发，为孤寡老人与城镇特
困供养人员带去热气腾腾的
粽子与节日祝福。

社区送关爱 浓浓端午情

包粽子比赛 现场乐翻天

昌江讯（阮新蕾 文/图）5月30日
一大早，西郊街道森林社区就热闹非
常，居民们都围在一起，这是在干什么
呢？走近一看，原来是在举办“端午不
忘记古人屈原，贺佳节邻里相聚一家
亲”主题活动。

小广场上的4张桌子上放着8个大
盆子，里面装着满满的淡黄色糯米，旁
边还堆着大片大片绿色的粽叶。头发
花白的大爷大妈们、身穿红马甲的年轻

人都围在桌边，你一句我一
句地聊着家常，包碱水粽
子。粽子五个一扎，都会分
发给此处的居民，让大家都
能体味到端午的粽子香，感
受到邻里的和睦。

包完粽子，还举办了拔河、套圈圈
活动。广场的活动结束后，身穿红马甲
的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送粽子，看
望社区老人，带去了粽香与温暖。

“粽”情端午 社区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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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的刘金和清瘦、黝黑，被通知接受采访
时，他有点懵地穿着一身休闲服走进办公室。得知要
做扫黑除恶人物专访，在大家的要求下，他才换上了
工作制服。

刘金和现任昌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为人低调、行事谨慎，是刘金和给周围人留下的印
象。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昌江区人民法院
涌现出了一批先进人物，刘金和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早坐到晚”

2007年，刘金和刑事诉讼法研究生毕业来到昌
江区人民法院，先在立案庭工作了半年，随后进入刑
事审判庭，从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到现在的
副庭长，一直在办案一线，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已超10

年。
业务能力过硬、审判经验丰富，作为一名审判业

务精兵，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刘金和积极
投身扫黑除恶工作。

由他负责审理的省扫黑办挂牌督办的徐某林等人
涉黑案，涉及被告人18名、违法犯罪事实36起。刘
金和用了四个“多”来形容这个案件，犯罪事实多、
案卷材料多、争议事实多、遇到的疑难法律问题多。

“这个案子案卷就有85本。”难度、复杂性可见一斑。
为了审理好这起案件，刘金和反复翻阅案卷，将

案件材料了解透彻，提出争议点问题，查阅大量法律
法规、判例。那段时间，他每天8点到办公室，倒上
一杯水，一直坐到晚上，早上倒的水常常一口都没来
得及喝。

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让刘金和没有时间陪家人、孩
子，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因过度劳累，刘金和
身体出现不适，考虑到案件影响重大、事实复杂，为
了能及时、准确地将案件审结，一直等到案件一审判
决后，刘金和才抽出时间到医院进行治疗。

超25万字的判决书

“这个案子开了两次庭前会议。”在审理这起案件
时，刘金和依法严把事实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
与合议庭成员多次进行合议，由于案情比较重大、复
杂，还要随时向上级法院、区扫黑办、市扫黑办逐级
汇报。开了两次庭前会议，正式开庭两次，第一次就
开了两天。审理报告三易其稿，写了两三个月，超
30万字。判决书达160页，字数超25万字……这些
数字背后是外人难以看到的艰辛与努力。

最终，昌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徐某林犯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其他九宗罪，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并处罚金11万元，对其
他被告人分别判处一年六个月至十八年不等有期徒刑
及罚金。

作为全市首例一审审结的涉黑案件，取得了良好
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形成了有力的震
慑作用，对之后办理的涉黑涉恶案件具有重要的示范
意义。

一个电话

采访中，刘金和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他接
起后与对方交流一会儿后就挂掉了。同事王军华告
诉说，在审理徐某林等人涉黑案的过程中，刘金和还
在办理另一起涉恶犯罪案件，刚刚的电话就是这起案
件的被告律师打来的。

这起案件由于涉案被告人数较多，案情错综复
杂，为了核实案情，刘金和多次前往看守所提审，及
时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沟通。目前，此案还在办理
中。

前一起涉黑案刚作出一审判决，又马不停蹄地全
身心投入到下一起涉恶案件中，这样无缝衔接的工作
状态就是刘金和的工作常态。

目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处于全面推开向纵深
推进的发展阶段，更多的涉黑涉恶案件正由抓捕侦办
转入起诉审理，对法院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一
名司法工作者，刘金和表示，自己将始终牢记法官的
职业准则，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投入
到每一个案件的办理之中，不让任何犯罪分子逃避应
有的惩罚，进一步彰显法律正义。

刘金和：扫黑除恶的“排头兵”
徐鑫鑫/文 徐亭/图

昌江讯 （夏子俊/文 阮新蕾/图） 6月5日下午，中
国航空学会STEAM课题组走进昌江一中分校。中国航空
学会产教融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少钦、中国航空学会
综合管理部副部长杨亮、中国航空学会steam课题组组
长武锦媛到场指导授课。

活动由市科协主办，昌江区科协、教体局承办。课
堂上，武锦媛通过以全球航班航线图大数据的分析为开
场白，介绍航线的飞行路线与分布，对平面地图与地球
仪上的航线进行分类解析与探索。通过现场试验与快问
快答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互动。武锦媛结合历史故事
讲解知识，让学生们在课堂上充分了解与思考，全身心
地融入到研究航线的学习中，整堂课丰富有趣。

昌江讯 （阮新蕾 文/图）当
下，位于昌江区鲇鱼山镇良港村
附近的人文公墓区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正火热推进中。6 月 4
日，笔者来到项目地实地探访，
了解情况。

人文公墓区又名人文公园，
是一个现代生态园林公墓。公墓
外围，通向公墓的道路宽阔平
坦，沿途规划有大片的绿植、草
地、树木、花朵。施工现场，巨
型挖掘机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机
械手臂带动铲斗在灵活运作，几
辆大型货车装着满满的砂土在施
工场地来回穿梭。从现场观察

到，项目工程正在井然有序地进
行中。

公园正门处，沿着山形建设
的石阶已铺设完成，庄重肃穆。
沿石阶而上，两旁绿树成荫，园
林工人正在剪枝浇水。公园北
门，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工人正
在大型山石上雕刻“人文公
园”字样，铺绿植绿，一片忙
碌。

据了解，人文公墓区项目计
划总投资4.52亿元，由市国资委
出资监管企业市国控集团建设。
项目征地迁坟工作由昌江区负
责，目前正在迅速推进。

昌江讯 （阮新蕾/文 涂伟明/图）
从5月26日晚开始，昌江区遭遇一轮
强降雨袭击，昌江河水位猛涨，多地
不同程度受灾，部分道路阻断，不少
农田被淹。

在昌江河吕蒙村段至白鹭大桥
段，水位已经上涨了许多，河面比平
日宽了不少。在岚山路段，靠近昌江
边地势较低的农田，大部分已经被完
全淹没，几亩地种的豆角因土壤被水
冲击，致使植株已经完全浮在水面
上，其余所栽种的农作物根本无法辨
认。

徐坊村靠近地势较低的农田道路
已经被淹没，道路无法通行。至上午
10时许，上涨的水体还未完全退去，
能见到村民坐在路边清洗衣物。徐坊

村地势较低，所以，不止一处道路出
现被水阻隔而无法通行的情况。

在丽阳镇石口村，大片稻田被完
全淹没。“年年这里都会这样，所以这
块地根本种不了什么水稻。现在下雨
水涨上来了，那边的路也过不去了，
连回家都回不了了。”住在附近的村民
指着这片被水完全吞噬的田地叹息。

在丰田村，主干道也不能幸免。
道路低洼处已经被淹，行人无法通
行，原本的农田上泛着波光，映出白
云与房屋的影子，情况较为严重。

丽阳村靠近河岸的三四层楼房的
一层已经差不多全部浸没在水中，河
道上积聚了许多被水冲断的树枝等杂
物。有600余年历史的古判官桥全部
被淹，整个桥体完全不见了踪迹，而

在边上的判官庙还留有顶部顽强地露
出河面。

上午11时，在古田村，你肯定能
看见五六名村民涉水过路的情景。水
深没过膝盖，汽车、摩托车都无法驶

过。来往村民只能脱去鞋袜，挽起裤
腿，赤脚蹚水而过。

西郊街道油榨套社区、金鱼山社
区、吕蒙乡古城村等地都进行了提前
转移工作，将损失减少至最低。

昌江讯 （夏子俊） 5月31日下午，市妇联组织江西
泰方律师事务所走进昌江区吕蒙乡石岭村，开展“情暖
瓷都 法律进我家”系列活动。区妇联、石岭村委会干
部、群众40余人参加授课。

课堂上，泰方律师事务所郑烨律师围绕新的婚姻
法、反家庭暴力等课题，结合生活中的典型案例开展授
课，涉及保护女性、儿童，以及夫妻财产等内容。就女
性遇到家暴、男方出轨等问题，女性该如何对待？律师
在课堂上一一讲解，课题典型鲜明，氛围活泼有趣，具
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课后，律师就村民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互动。

昌江讯 （阮新蕾/文 徐亭/图）
“当命运的乌云袭来时，王子洋坚守
最初的海誓山盟，用年轻的肩膀扛
起了家的希望……”一词一句直击
人心。5月28日下午，“最美故事在
身边”昌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百
姓宣讲团走进市税务局，讲述身
边最美故事。市税务局机关及派
出单位机构干部职工近百人聆听
宣讲。

宣讲员卢慧讲述了一个动人的
爱情故事。在市税务局工作的年轻
小伙王子洋，没有被种种困难所阻
隔，未婚妻遭遇疾病，他仍不离不
弃，台下的听众被感动得红了眼
眶，感人的话语传递了感人的故
事，观众们都体会到了王子洋与席
玲之间“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的坚定爱情，“人
间自有真情在”，掌声不断，响彻会
场。

故事中的主人公王子洋也来到
了现场，2018年，他当选为“中国
好人”，彰显大爱，传递正能量，成
为“孝老爱亲”的昌江典范。现
场，王子洋与宣讲员合影留念，定
格瞬间。

在老袁的故事中，宣讲员王饶
洁又一次讲述了身为共产党员的老
袁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抉
择。作为一个普通市民，老袁不舍
自己那片小小的心爱菜地，但在大
是大非面前，他的行动体现了一名
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感动从不止步，这里还有留守
孩子们的笑声，宣讲员史慧君将丽
阳镇家境贫困的留守孩子刘雨娇，
由孤僻内向变为快乐自信的心路历程讲述得淋漓尽致。
听众为文艺扶贫到丽阳鼓掌、为满山乡的孩子们的笑声
感到开心。

宣讲员胡丹以动人的言语将和事佬老胡舍小家为大
家的调解工作经历娓娓道来，台下听众无不为这样的敬
业奉献精神而肃然起敬。最后一个故事，同样的精彩，
同样收获了阵阵掌声。

宣讲从来不停留于故事，故事不仅仅止步于感动。
每一次的昌江百姓宣讲活动，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为激
发昂扬向上的社会正能量，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建设，
昌江百姓宣讲团在行动。

昌江区人文公墓区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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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暖瓷都 法律进我家”
活 动 走 进 昌 江

中国航空学会知识课
走进昌江校园

昌江汛情直击：道路阻断 农田被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