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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窑14特大洪灾发生后袁微马志愿服务队发起野众志成城袁共抗洪灾冶爱心捐款活动袁共收到
近 400人的爱心捐赠袁共募集爱心款 96030元袁爱心物资价值 5000元遥 向九堡尧叶坪尧黄柏尧武
阳尧云石山尧万田尧冈面等受灾乡镇运送救灾物资 17批次遥 图为志愿者向灾区搬运物资场景遥

叶洋 见习记者邓雪萍摄

茛市武夷源茶场坚持对茶树进行
无害化种植与管理袁施行人工除草袁不
打除草剂不喷洒农药袁确保茶叶品质遥
图为 8月 5日袁 工人师傅正在一片茶
场除草遥 本报记者温云高摄

阴见习记者吴志锋
野7窑14冶洪灾发生后袁一个忙碌的身影频频

出现在救灾现场袁他用双后臂熟练搬运物资袁一
件红马甲格外耀眼袁给人以感动和力量袁被网友
抓拍传到网络袁 好评不断袁 称他为救援队伍中
野最靓的仔冶遥

记者了解到袁这个野靓仔冶是红都义工钟俊
雄袁系瑞金二中高三应届毕业生袁江西经济管理
干部学院准大学生遥洪灾发生后袁钟俊雄第一时
间响应袁和众多红都义工一道募集搬运饮用水尧
面包等灾区紧缺物资袁深入九堡尧云石山尧叶坪
等灾区转运物资袁分发物资袁传递爱心和温暖袁
做好前线救援后勤工作袁助力灾区重建家园遥最
让人感动的还是钟俊雄没有双前臂袁 还用双后
臂为灾区搬运物资袁辗转多个乡镇袁奋战多日遥

野靓仔冶故事多袁感动之事常有遥钟俊雄系壬
田镇柏坑村人袁 现住城南保障房袁 家庭并不宽
裕遥 2007年春袁他意外触电袁痛失双前臂袁不幸
成了野折翼天使冶遥 他身残志坚袁不弃不馁袁克服
重重困难袁成功运用双后臂写字尧穿衣吃饭袁实
现了生活自理袁顺利完成了小学尧初中尧高中学
业袁其中 2017年成功入选瑞金二中野最美学生
渊励志类冤冶袁已是出名的野靓仔冶了遥 参与抗洪救
灾活动并不是他第一次参加公益活动遥 他是典
型的热心人袁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袁积极参加孝老
敬老尧蓝天环保尧服务社区等很多活动袁累计志
愿服务上百次袁服务时长达数百个小时遥

当然袁野靓仔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遥灾情发生
后袁红都义工立即启动紧急救援袁划分 4个组分
别负责人员招募尧信息发布尧物资筹集尧秩序维
护等袁并通过公益网络第一时间申请援助遥先后
有 300 名志愿者参与到抗洪抢险志愿服务中
来袁募集矿泉水尧面包等应急爱心物资 12万余
元曰出动上百人次深入低洼地带袁涉水转移受灾
群众袁参与市人民医院野千万设备冶抢救行动袁到
灾区开展清理垃圾淤泥行动曰 对接壹基金江西
分部袁邀请其工作人员到灾区巡查袁成功争取到
了大米尧食用油尧救灾箱等价值 45.73万元紧缺
物资遥

面对关注袁钟俊雄向记者表示袁野帮助他人袁
快乐自己冶遥他做的都是小事袁还将一如既往尧无
怨无悔做下去遥救援人员出入洪波袁爱心人士捐
资捐物才是野最可爱的人冶野最靓的仔冶浴

的确袁面对突如其来的洪灾袁红都儿女上下
一心袁风雨同舟袁众志成城袁以不同的形式参与
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都
是最可亲可爱的人袁都是野最靓的仔冶遥

救援队伍中“最靓的仔”

7 月 14 日的一场暴雨袭击了
我市多个乡镇和村庄袁 短时间内河
水暴涨袁云石山乡沿坝村受灾严重遥
当天袁 来不及转移的村民钟福英差
点就被洪水冲走袁在危难之时袁好在
刘小云及时出手相助袁 帮她捡回一
条命遥

记者来到沿坝村采访时袁 尽管
洪水已经退去袁 但留在民房墙壁上
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袁 足足有一米
三四高遥

刘小云介绍说袁 当天下午袁救
援人员来到沿坝桥附近袁不断搜救
被困人员遥 看到救援人员过来袁刘
小云主动上前袁 帮忙抬皮划艇下
水遥 随着时间推移袁不断有村民被
解救出来遥

后来袁由于担心村民安全袁刘
小云独自一人往自己家里方向走

去遥 当行至地势较高处时袁 他环
顾四周袁 到处都是汹涌肆虐的洪
水袁一个 70 多岁的老人出现在他
的视野中遥 这个老人正是本村村
民钟福英 袁 洪水漫过了她的腰
部袁 她正在屋檐下一步一步艰难
地往自己家的新房子走去袁 很快
就要到达两栋房屋之间的空隙袁
那里水流湍急袁 稍不留神就容易
被冲走遥

野停下袁不要再往前走了浴冶见到
这样的情景袁 刘小云不禁担心老人
的安全袁同时放下手机等物品袁踏入
水中袁朝钟福英的位置奔去遥由于距
离有些远袁 钟福英没有听到刘小云
的劝阻声袁依然往前走遥 突然袁洪水
将钟福英掀翻了袁 钟福英呛了几口
水遥野快抓住旁边的树枝浴冶刘小云一
边游过去袁一边喊道遥虽然抓住了树

枝袁但由于脚下是一堆沙子袁重心不
稳袁 她很快又被冲下去几米远遥 这
时袁洪水的水位已经到了颈部袁再不
施救袁后果将不堪设想遥刘小云一边
呼喊着袁一边拼命往她靠近遥

很快袁 刘小云到达钟福英的身
边袁并用手牵着钟福英袁一步一步往
安全地带走去遥从下水到把人救起袁
总共费时十来分钟袁 就是这十来分
钟袁刘小云帮钟福英捡回一条命遥

野太谢谢他了袁他是我的救命恩
人浴 冶提起把自己救起的刘小云袁钟
福英总是少不了一番夸赞遥

据了解袁刘小云是一名党员袁今
年 47岁袁在沿坝村村务监督委员会
任职袁平时会做一些小生意遥 野为人
正直袁乐于助人袁只要自己能帮上忙
的袁他都会上前帮忙遥 冶这是当地村
民对他的普遍评价遥

生死十分钟 阴本报记者钟剑灵

开设赌场 1起尧敲诈勒索 2起尧
故意伤害 5起尧寻衅滋事 8起尧聚众
斗殴 1起尧 妨害公务 1起袁 共致 15
人受伤噎噎南康区以饶某明为首的
17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下累累罪
行袁严重影响当地的经济生活秩序袁
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遥

5月 10日袁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饶某明等 17人犯组织尧领导尧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作出二审判决袁
饶某明等 17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遥

法院审理查明袁 被告人饶某明
与被告人陈某系表兄弟关系遥 自
2014年 9月两人一起混迹社会袁先
后网罗被告人刘某传尧罗某尧邓某林
为其手下袁 逐渐形成了以被告人饶

某明尧陈某为首的人数众多尧骨干成
员稳定尧组织严密尧层级分明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遥该组织以争强斗狠尧打
架斗殴博取名气袁以暴力收债尧开设
赌场尧敲诈勒索获取经济来源袁以暴
力尧威胁等手段袁基本控制了南康城
区的收债行业袁 对众多债务人实施
跟踪尧恐吓尧殴打等暴力逼债违法行
为遥 从 2014年起袁该犯罪组织共实
施 18起犯罪尧14起违法行为袁 犯罪
行为中袁开设赌场 1起尧敲诈勒索 2
起尧故意伤害 5起尧寻衅滋事 8起尧
聚众斗殴 1起尧妨害公务 1起袁共致
15人受伤袁 其中重伤 2人尧 轻伤 7
人尧 轻微伤 6 人袁 损毁他人财物
31189元袁 严重影响当地的经济尧生

活秩序遥
2018年 10月 12日袁 南康区人

民法院以组织尧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袁敲诈勒索罪袁故意伤害罪袁寻
衅滋事罪袁 聚众斗殴罪袁 妨害公务
罪袁数罪并罚袁判处被告人饶某明有
期徒刑二十年袁 并处没收财产五十
万元袁罚金十万元遥 对其他 16名被
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有
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不等的刑期袁并
处没收财产及罚金的刑罚遥 一审判
决后袁饶某明等部分被告人不服袁提
出上诉遥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 5月 10日作出二审判决袁对
4名被告人依法改判袁13 名被告人
维持原判遥

赣州市中级法院二审宣判一起涉黑案
以案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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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窑14特大洪灾发生后袁微马志愿服务队发起野众志成城袁共抗洪灾冶爱心捐款活动袁共收到
近 400人的爱心捐赠袁共募集爱心款 96030元袁爱心物资价值 5000元遥 向九堡尧叶坪尧黄柏尧武
阳尧云石山尧万田尧冈面等受灾乡镇运送救灾物资 17批次遥 图为志愿者向灾区搬运物资场景遥

叶洋 见习记者邓雪萍摄

茛市武夷源茶场坚持对茶树进行
无害化种植与管理袁施行人工除草袁不
打除草剂不喷洒农药袁确保茶叶品质遥
图为 8月 5日袁 工人师傅正在一片茶
场除草遥 本报记者温云高摄

阴见习记者吴志锋
野7窑14冶洪灾发生后袁一个忙碌的身影频频

出现在救灾现场袁他用双后臂熟练搬运物资袁一
件红马甲格外耀眼袁给人以感动和力量袁被网友
抓拍传到网络袁 好评不断袁 称他为救援队伍中
野最靓的仔冶遥

记者了解到袁这个野靓仔冶是红都义工钟俊
雄袁系瑞金二中高三应届毕业生袁江西经济管理
干部学院准大学生遥洪灾发生后袁钟俊雄第一时
间响应袁和众多红都义工一道募集搬运饮用水尧
面包等灾区紧缺物资袁深入九堡尧云石山尧叶坪
等灾区转运物资袁分发物资袁传递爱心和温暖袁
做好前线救援后勤工作袁助力灾区重建家园遥最
让人感动的还是钟俊雄没有双前臂袁 还用双后
臂为灾区搬运物资袁辗转多个乡镇袁奋战多日遥

野靓仔冶故事多袁感动之事常有遥钟俊雄系壬
田镇柏坑村人袁 现住城南保障房袁 家庭并不宽
裕遥 2007年春袁他意外触电袁痛失双前臂袁不幸
成了野折翼天使冶遥 他身残志坚袁不弃不馁袁克服
重重困难袁成功运用双后臂写字尧穿衣吃饭袁实
现了生活自理袁顺利完成了小学尧初中尧高中学
业袁其中 2017年成功入选瑞金二中野最美学生
渊励志类冤冶袁已是出名的野靓仔冶了遥 参与抗洪救
灾活动并不是他第一次参加公益活动遥 他是典
型的热心人袁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袁积极参加孝老
敬老尧蓝天环保尧服务社区等很多活动袁累计志
愿服务上百次袁服务时长达数百个小时遥

当然袁野靓仔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遥灾情发生
后袁红都义工立即启动紧急救援袁划分 4个组分
别负责人员招募尧信息发布尧物资筹集尧秩序维
护等袁并通过公益网络第一时间申请援助遥先后
有 300 名志愿者参与到抗洪抢险志愿服务中
来袁募集矿泉水尧面包等应急爱心物资 12万余
元曰出动上百人次深入低洼地带袁涉水转移受灾
群众袁参与市人民医院野千万设备冶抢救行动袁到
灾区开展清理垃圾淤泥行动曰 对接壹基金江西
分部袁邀请其工作人员到灾区巡查袁成功争取到
了大米尧食用油尧救灾箱等价值 45.73万元紧缺
物资遥

面对关注袁钟俊雄向记者表示袁野帮助他人袁
快乐自己冶遥他做的都是小事袁还将一如既往尧无
怨无悔做下去遥救援人员出入洪波袁爱心人士捐
资捐物才是野最可爱的人冶野最靓的仔冶浴

的确袁面对突如其来的洪灾袁红都儿女上下
一心袁风雨同舟袁众志成城袁以不同的形式参与
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都
是最可亲可爱的人袁都是野最靓的仔冶遥

救援队伍中“最靓的仔”

7 月 14 日的一场暴雨袭击了
我市多个乡镇和村庄袁 短时间内河
水暴涨袁云石山乡沿坝村受灾严重遥
当天袁 来不及转移的村民钟福英差
点就被洪水冲走袁在危难之时袁好在
刘小云及时出手相助袁 帮她捡回一
条命遥

记者来到沿坝村采访时袁 尽管
洪水已经退去袁 但留在民房墙壁上
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袁 足足有一米
三四高遥

刘小云介绍说袁 当天下午袁救
援人员来到沿坝桥附近袁不断搜救
被困人员遥 看到救援人员过来袁刘
小云主动上前袁 帮忙抬皮划艇下
水遥 随着时间推移袁不断有村民被
解救出来遥

后来袁由于担心村民安全袁刘
小云独自一人往自己家里方向走

去遥 当行至地势较高处时袁 他环
顾四周袁 到处都是汹涌肆虐的洪
水袁一个 70 多岁的老人出现在他
的视野中遥 这个老人正是本村村
民钟福英 袁 洪水漫过了她的腰
部袁 她正在屋檐下一步一步艰难
地往自己家的新房子走去袁 很快
就要到达两栋房屋之间的空隙袁
那里水流湍急袁 稍不留神就容易
被冲走遥

野停下袁不要再往前走了浴冶见到
这样的情景袁 刘小云不禁担心老人
的安全袁同时放下手机等物品袁踏入
水中袁朝钟福英的位置奔去遥由于距
离有些远袁 钟福英没有听到刘小云
的劝阻声袁依然往前走遥 突然袁洪水
将钟福英掀翻了袁 钟福英呛了几口
水遥野快抓住旁边的树枝浴冶刘小云一
边游过去袁一边喊道遥虽然抓住了树

枝袁但由于脚下是一堆沙子袁重心不
稳袁 她很快又被冲下去几米远遥 这
时袁洪水的水位已经到了颈部袁再不
施救袁后果将不堪设想遥刘小云一边
呼喊着袁一边拼命往她靠近遥

很快袁 刘小云到达钟福英的身
边袁并用手牵着钟福英袁一步一步往
安全地带走去遥从下水到把人救起袁
总共费时十来分钟袁 就是这十来分
钟袁刘小云帮钟福英捡回一条命遥

野太谢谢他了袁他是我的救命恩
人浴 冶提起把自己救起的刘小云袁钟
福英总是少不了一番夸赞遥

据了解袁刘小云是一名党员袁今
年 47岁袁在沿坝村村务监督委员会
任职袁平时会做一些小生意遥 野为人
正直袁乐于助人袁只要自己能帮上忙
的袁他都会上前帮忙遥 冶这是当地村
民对他的普遍评价遥

生死十分钟 阴本报记者钟剑灵

开设赌场 1起尧敲诈勒索 2起尧
故意伤害 5起尧寻衅滋事 8起尧聚众
斗殴 1起尧 妨害公务 1起袁 共致 15
人受伤噎噎南康区以饶某明为首的
17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下累累罪
行袁严重影响当地的经济生活秩序袁
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遥

5月 10日袁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饶某明等 17人犯组织尧领导尧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作出二审判决袁
饶某明等 17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遥

法院审理查明袁 被告人饶某明
与被告人陈某系表兄弟关系遥 自
2014年 9月两人一起混迹社会袁先
后网罗被告人刘某传尧罗某尧邓某林
为其手下袁 逐渐形成了以被告人饶

某明尧陈某为首的人数众多尧骨干成
员稳定尧组织严密尧层级分明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遥该组织以争强斗狠尧打
架斗殴博取名气袁以暴力收债尧开设
赌场尧敲诈勒索获取经济来源袁以暴
力尧威胁等手段袁基本控制了南康城
区的收债行业袁 对众多债务人实施
跟踪尧恐吓尧殴打等暴力逼债违法行
为遥 从 2014年起袁该犯罪组织共实
施 18起犯罪尧14起违法行为袁 犯罪
行为中袁开设赌场 1起尧敲诈勒索 2
起尧故意伤害 5起尧寻衅滋事 8起尧
聚众斗殴 1起尧妨害公务 1起袁共致
15人受伤袁 其中重伤 2人尧 轻伤 7
人尧 轻微伤 6 人袁 损毁他人财物
31189元袁 严重影响当地的经济尧生

活秩序遥
2018年 10月 12日袁 南康区人

民法院以组织尧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袁敲诈勒索罪袁故意伤害罪袁寻
衅滋事罪袁 聚众斗殴罪袁 妨害公务
罪袁数罪并罚袁判处被告人饶某明有
期徒刑二十年袁 并处没收财产五十
万元袁罚金十万元遥 对其他 16名被
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有
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不等的刑期袁并
处没收财产及罚金的刑罚遥 一审判
决后袁饶某明等部分被告人不服袁提
出上诉遥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 5月 10日作出二审判决袁对
4名被告人依法改判袁13 名被告人
维持原判遥

赣州市中级法院二审宣判一起涉黑案
以案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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