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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廖海雲）依法上访是每个公
民的权利，然而，如果使用暴力手段寻衅滋事，不仅不能有
效表达诉求，而且还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2019 年 12 月
底，兴安县人民法院就判处了一起信访人犯妨害公务罪案。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强行冲卡且暴力袭警的被告文某志被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

2019 年 6 月 11 日上午，自治区有关单位在兴安红军长
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开展革命传统现场教育活动，为确
保活动顺利进行，公安机关对活动现场及周边道路进行了交
通管制。当天上午，被告人文某志驾驶一辆四轮电动车搭载
上访人员唐某琼、左某华，以去找活动现场的“老红军”反
映情况为由，不顾执勤民警的劝阻，强行冲入活动现场，造
成公安民警彭某受伤。其他执勤人员将车辆拦停，并对三人
采取了强制控制措施。

因涉嫌妨害公务罪，三人事后被公诉机关起诉。兴安县
法院审理后认为，文某志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不仅如
此，文某志还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故依
法应从重处罚。

此外，法官还了解到，文某志此前曾有过犯罪入狱的记
录，且距离此次犯罪未超过五年，是累犯。依照相关法律应
当从重处罚。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据悉，文某志是一名长期信访人，曾因犯故意毁坏财物
罪于 1996 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因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罪于 1998 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因犯寻衅滋事罪于
2015 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法官表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
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此外，该
条第五款还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
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信访应守法，违法必追究。”法官提醒：人民法院依
法维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依法、理性表达诉求，无理缠访闹访扰乱秩
序、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

平乐桥亭社区：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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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杨志国

汪富林 2014 年大学毕业回到恭城老家
创业，并惠及乡里。 2018 年，他被选为村
支委和村民小组长，成为村里最年轻的村干
部。他担任村“瑶山人种养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带领村民发展种养致富；作为有知识
和先进电商理念的年轻人，汪富林还是该县
电商协会的骨干，是该协会党支部最年轻的
支委。日前，记者专程来到该县栗木镇上灌
村，采访这位 90 后“村官”如何在家乡带
头走出脱贫致富路———

读大学时就成功为家乡农产

品找到销路

恭城瑶族自治县栗木镇上灌村委距县城
约 30 公里，有 14 个自然村 464 户 1709
人。上灌村经济作物主要是水稻、西红柿、
香菇、槟榔芋、花生、沙田柚、柑橙、香
瓜、月柿等。

汪富林生长在上灌村委高吉村，还有一
个兄长与父母在家务农。 2010 年，汪富林
被贺州学院录取，在父母和哥哥的倾力支持
下，圆了大学梦。汪富林在上大学期间较积
极上进，入了党，还是学生会骨干，有较好
人脉和人缘。

2013 年，高吉村大批柚子滞销，农户
摘下的柚子鲜有收购商前来收购，大批柚子
霉烂后倒入河中。无奈，汪富林父亲求助在
贺州读大学的儿子，希望他想想办法。对家
乡和父母的情感，让汪富林渴望帮上忙。当年
底，汪富林专程回家乡拉了 3000 公斤柚子
到贺州，发动众多同学、老师帮助推销，并通
过网络渠道销售，仅十余天柚子就卖完了。

汪富林有了信心，又赶回恭城老家再
拉走 3000 公斤柚子，仍然销售一空。前后
4 次，汪富林为全村销售 12000 公斤柚
子，自己也赚了两万余元。他体验到销售
的技巧和收获的喜悦，产生了回家乡发展
的想法和信心：“我要带头冒风险，将家
乡的农产品带出来找销路，让老乡们尽快
脱贫致富，同时还可以多陪陪爸妈！”汪
富林这样向记者说。

首次种百香果失败，不泄气

终获果实累累

2014 年大学毕业后，汪富林回到恭城老
家，经过市场调查和摸底，2016 年，他在桂林
开设“源乡原味”生鲜店，销售家乡产的香瓜、
香菇、蜂蜜、柚子、夏橙等。村民们滞销的李子、
花生、茶籽油、腐竹等也委托汪富林带到桂林
销售，有的村民干脆直接送到店里。他成为村
里的“带货”能人，得到村民的欢迎和信任。

为扩大农产品销售规模，带动更多村民
致富，在村委会支持下， 2017 年，高吉村
成立“瑶山人种养专业合作社”，汪富林任
理事长，担起村里发展重任。 2018 年初，
汪富林选择种植黄金百香果，面积达百余
亩。然而，这寄托希望的优良品种却因为技
术和当地气候原因，果苗不仅未开花结果，
而且大批落叶枯死，当年亏损 30 余万元。

这让汪富林差点泄了气。
幸亏父亲汪仁祥有多年的种植水果经

验，帮他分析原因并请教专业人士后，尝试树
苗嫁接技术，以“台农一号”和“芭乐黄金”百
香果苗嫁接，培育出“新农一号”百香果
苗。后者既有“台农”的香味、又有黄金果
的甜度。汪富林筹措资金， 2019 年春节后
再种植 150 亩。“新农一号”不负众望，5
月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6 月份成熟摘果。

去年 12 月底，记者在他的果园看到，
深冬季节百香果藤上仍果实累累，满园果香
让人不舍离去。

汪富林介绍，果园里还养殖了约 2000
只果园鸡，鸡食杂草和烂果，不仅有除草效
果，鸡粪还可以作肥料滋养果苗。养出的肉鸡
上市销售很受欢迎。汪富林表示，今年他计划
将种植面积扩大到 400 余亩，并打算建加工
企业，加工百香果干、果汁、果脯等，丰富产品
产业链，产生更多附加值。

成为村委最年轻的“村官”

栗木镇上灌村委会主任汪存清介绍，
作为回村创业的大学生，汪富林带头发展
并带动村民脱贫致富，得到村民和村委会
认可， 2018 年，汪富林被推选为上灌村
支部委员和高吉村村民小组长，成为村委
最年轻的“村官”。

据了解， 2019 年合作社通过向村民
发放百香果苗并承诺回收和销售，带动十
余户村民（包括贫困户）种植百香果，并
获得效益。今年“瑶山人种养专业合作
社”将进一步扩大规模，吸引更多农户加
入种植队伍。

汪富林聘请了 20 余位留守村民管护
果园，一年工作时间达 10 个月，毎天付
100 元工钱，让这些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打
工挣钱。

汪太华是高吉村的五保户，年近六旬，
靠领政府补助生活。从 2018 年初开始，汪
太华受聘到果园负责养鸡、看护果园，包吃
住之外一个月还有 2800 元收入。

此外，每年春节，汪富林都上门给村
里的贫困户、孤寡老人送米和油等，村民
都夸他有孝敬心。

他还是县电商协会党支部

最年轻的支委

恭城电子商务协会会长林迎旭向记者
介绍， 2017 年 9 月，在县委和县政府大
力支持下，恭城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成
立。目前，电商服务中心融入全县脱贫攻坚
工作，县电商协会有会员近百户，涵盖全县
特优农产品月柿、油茶、柑橘、百香果、竹
鼠、火龙果、蜂蜜、黄笋等生产经营种植大
户，会员均是农村生产经营销售能手，通过
线上线下销售全县的优质生态农产品。

为践行“党建+电商扶贫”理念，
2019 年 6 月，电商协会党支部成立，年
轻有为的汪富林成为该协会党支部最年轻
的支委。“这对于电商协会的建设和发
展、汪富林的自身成长和进步，都是有益
的！”林迎旭说。

汪富林：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大学生“村官”

本报讯（记者陈静）今年元旦，家住福棠巷的居民老唐
跟老林专门给秀峰街道解东社区送上一幅大大的“福”字，
感谢社区在矛盾调处方面的耐心工作。这是秀峰街道办开展
“移动办公室”工作化解基层矛盾的一个缩影。

去年 9 月，因为装修垃圾堆放的问题，福棠巷居民老
唐投诉了邻居老林，两家人发生了矛盾。为了化解矛盾，解
东社区工作人员发挥“移动办公室”作用，把协调会分别开
进了两位居民家里。原来，老唐当年装修也曾将垃圾堆放在
楼道，如今老林觉得自己堆放一下也没什么。再加上平时一
些邻里小摩擦，双方各不让步，矛盾逐渐升级。工作人员三
番五次地上门走访，耐心协调，终于让两位居民松了口，相
互做出让步，矛盾得以化解。

据了解，秀峰街道地处老城区中心，项目建设、征地拆
迁、环境治理、城市管理等各种利益冲突日渐凸显，各类矛
盾纠纷不断涌现。 2019 年以来，街道班子领导以绩效促整
改，沉到一线倾听群众呼声，开展“移动办公室”工作积极回应
群众需求。截至 2019 年年底，“移动办公室”共解决正阳东巷
垃圾池异味扰民、解放东路修建过街通道影响东巷商户经营、
天籁影城商户与物业矛盾引发断水断电无法经营等各类矛盾
纠纷 50 余个，由于调处及时，以上问题没有出现影响社会
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案件，居民满意度稳中有升。

秀峰街道办事处：

“移动办公室”

让居民握手言和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蒋淞宇） 1 月 6 日，记者
从兴安警方获悉，日前，兴安警方跨遍 5 个省，行程 2 万
公里，打掉一个盘踞兴安多年的传销团伙。

2019 年下半年，根据上级公安机关指令与群众举报，
刘某、杨某林、姚某等人涉嫌在兴安县从事组织领导传销犯
罪。掌握信息后，兴安县公安局高度重视，成立专案组进行
调查。专案组民警通过走访取证，初步锁定了刘某、杨某
林、姚某等 10 余名嫌疑人。通过侦查发现，刘某、杨某
林、姚某等人从 2011 年开始盘踞于兴安，以深圳某贸易公
司为名，从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并建立传销体系。他们以
拉人头的方式，教唆、诱骗他人加入传销组织，并让加入者
缴纳钱款，将其发展成下线。多年后，刘某等人成功“上
岸”（脱离传销组织），均已离开兴安，有的回老家生活，
有的去往外地谋生。

面对这样的情况，兴安县公安局与七星公安分局相互配
合，分别对涉案的嫌疑人展开抓捕工作。兴安警方出动 50
余名警力，分批次前往全国各地开展抓捕工作。在当地警方
的大力配合下，专案组民警于去年 11 月中下旬至 12 月
底，分别在陕西、河南、江苏、广东、湖南 5 省将刘某、
杨某林、姚某等 14 名嫌疑人抓获。同时，扣押涉案车辆 4
辆，冻结现金 50 余万元。

目前， 14 名嫌疑人已被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侦
办中。

兴安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9 年以来，兴安县
公安局重拳出击，对兴安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严加整治。据
统计， 2019 年该县公安局共计侦破组织领导传销案件 4
起，刑事拘留嫌疑人 15 人，逮捕 16 人。同时，联合县市
场监管工商部门开展打击传销专项行动 7 次，捣毁传销窝
点 20 余个，解救受骗群众 15 人，教育、遣返传销人员 90
余人。

兴安警方跨 5 省

抓获 14 名传销嫌疑人

□本报记者游拥军

通讯员周桥 姚师师 文/摄

日前，桂林市文明办公布了 2019 年桂林学雷锋志愿服务先
进典型名单，平乐县桥亭乡桥亭社区成为“ 2019 年桂林最美志
愿服务社区”之一。

日前，记者来到平乐县桥亭乡探访这个社区。
刚到社区，就得知志愿者们在乡里的福利院里忙活，记者随

即前往。
当天，天气晴朗温暖。福利院里，老人们正在户外晒着太

阳，志愿者们有的在打扫卫生，有的帮老人收拾屋子，有的则在
给老人按摩……

他们今天除了到福利院看望老人，帮老人们提供一些服务
外，还将到患病的老党员家里慰问，下午还要到菜市场发放扫黑
除恶的宣传资料。“趁着天气好，很多人都有空，多做一点。”
志愿服务队的领队告诉记者。

据介绍，桥亭社区分上街、中街、下街三个小组，共有 168
户 696 人。桥亭社区此次之所以入选 10 个“ 2019 年桂林最美
志愿服务社区”，首先是社区登记注册的志愿者占比高，共有
148 人，占社区常住人口的 21 . 2% ；其次是提供的志愿服务类
型丰富，社区共成立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机关在职党员志愿
队、治安巡逻志愿者队、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帮困助残志愿者服
务队、妇女计生志愿者服务队、法律宣传志愿者服务队等 7 支
不同类别的志愿者服务队伍，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志愿服务；第
三，社区开展志愿活动频繁、次数多。社区还制定了社区志愿者

服务流程、志愿者管理培训制度、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志愿
服务激励嘉许和回馈制度。这 7 支队伍中，有上到 80 岁
的老人，下到幼儿园小朋友，无论是上学的、在职的、
无职的、退休的，都服务在社区志愿者的第一线。

此外，服务队还开通了 QQ 群、微信群及微信
公众号等便捷服务通道，方便人们参与志愿服务，
让“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的理念
深入人心；通过开展先锋志愿者一帮一、一带一
等方式，对社区低保家庭 22 户、困难群体约 19
户深入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广泛开展学雷锋宣传
教育活动。

通过多种途径和措施，桥亭社区逐渐建设成
为学习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也激励着更多的群
众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

▲深冬时节，高吉村种植的百香果仍挂满枝头，手捧丰收果，汪富林和
村民喜上眉梢。 记者王文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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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给福利院的老人整理房间。

志愿者到患病
老党员家做卫生清洁
服务。

▲社区的孩子们
只要有空，也经常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