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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对临高县王某群等27人涉黑案进
行了一审公开宣判。

这是一起在临高乃至琼西广受关
注的案子。

这伙人在当地为非作歹长达7年
之久，欺压群众，称霸一方，犯下累累罪
行，审判书长达150余页：杀人、放火、
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持枪、窝藏
……当地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可长期
以来敢怒不敢言。终于开庭审理了，他
们得到了应有的判决，群众拍手称快，
法律给了人们一个公道。

但是，当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群体
的年龄特征时，也带给我们沉重的思
虑：70后4人，80后17人，90后5人，尽
管这些成员现在都已成年，但当初走上
违法犯罪道路时不少还是懵懂少年。

而当我们近距离走进这些团伙成
员，却发现一个惊人的相同点：他们在
犯罪路上越走越远，几乎都栽在所谓的

“哥们儿义气”上。“哥们儿比家里人更
关心我，我也要对他们好，喝酒吃饭要
一起，作案犯罪也要一起。”这些话从他
们嘴里说出来，让人心头别有滋味。

今天，我们分析这个涉黑团伙的年
龄构成、回望他们的犯罪过程，是为了
给广大家长、孩子上一堂成长的课，也
是为了引起教育、司法等部门更深层的
思考……

打斗火拼
犹如“枪战片”
2006年11月至2013年7月间，这

个27人涉黑团伙曾多次制造杀人放火
等骇人听闻的恶性案件，造成1人死亡、
2人重伤、3人轻微伤，敛财380余万元，
给临高、澄迈等市县造成重大影响，严重
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时间回溯到2011年4月7日凌晨，
陈某勤、陈某松、王某关伙同许某余蒙
面，并持火药枪、钩刀报复谢某金。在
临高县一夜宵店砍打谢某金头部等处，
开枪射击谢某金腿部，使之造成重伤。
然后，报复者坐陈某顿驾驶的车辆逃
离现场。

2011年12月2日凌晨，三辆轿车驶
到澄迈县福山镇高速路口停下，一群人
从车内钻出来，手持火药枪、刀具等武
器，与先前在福山镇一个会所同郑某发
生口角打斗的许某余会合。随后，他们
来到临高县市政大道五号桥处“设伏”。
待郑某等人乘车经过时，这群人持械追
赶，并向郑某乘坐的轿车开枪，击中该车
前盖、侧门等处。

2013年1月30日凌晨，王某群、刘
某良、秦某梯等人在临高县临城镇一个
KTV包厢喝酒时，王某群与王某因还钱
之事发生争执。刘某良回到宿舍将此事
告知王某龙，并带上弹簧刀返回包厢。
该KTV保安王某宾带人将刘某良叫出
包厢殴打。接着，王某龙持枪并带人增
援。两方各纠集人马火拼。刘某良朝王
某宾身上连捅数刀，王某宾受到围殴。
刘某良等人也在打斗中受伤。双方先后
去临高县人民医院医治，又发生激战。
王某毛、王某弟等驾车送王某宾到医院
时，车辆受到枪击。待警察赶到，王某弟
才将车开进医院，王某宾因失血过多而
死亡。

除了多次持枪射击他人，该团伙还
放火报复有嫌隙者。

2011年7月间，许某独自或带领他
人多次到临高县临城镇拜星村基流坡地
王某俊甘蔗基地，威胁、恐吓工人，阻拦
工人生产劳动，索要保护费。7月25日
中午，许某、陈某松、陈某顿伙同许某余
等人持刀到该基地追打工人，并点火烧
毁了瓦房、车辆等财物。

2013年4月2日凌晨，王某龙指使
谢某、符某珑、陈某凯，找到临高县临城
中学附近秦某芬家，在大门和窗户前倾
倒汽油放火。

10月17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大厅，在法警的看守下，这27人分列两排。有的
看起来瘦瘦小小，脸上还透着稚气，一派茫然的
表情。如果不是在这种场合，谁会想到他们在被
抓捕和审判之前，曾经是那么嚣张。

这27人中，60后1人，生于1968年；70后4
人，生于1972年至1979年；80后17人，生于
1980年至1989年；90后5人，生于1990年1994
年。显然，在7年前陆陆续续加入犯罪团伙时，他
们中的不少人还未成年，还是十几岁的孩子。

而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团伙成员资历并
非与年龄成正比，反而形成“倒挂”，组织、领导
者是两个“小年轻”，分别为1989年出生的王
某群、1990年出生的王某龙。

他们是怎么走上犯罪道路的？他们是怎
么成为“骨干”的？为回望他们的犯罪历程，记
者走进看守所，独家专访了团伙“骨干”成员刘
某良、谢某。

刘某良：生于1993年4月，被判处死缓
曾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一进宫”后缺帮教
被哥们拖进老圈子

在27人涉黑团伙案一审公判现场，唯一
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刘某良，生于
1993年4月，系临高县临城镇人。

刘某良说，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他在街
上网吧迷上了“反恐”、“梦幻奇游”等，并在玩
电脑游戏时认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哥们”。
此后，尽管上了初中，但电脑游戏和“铁哥们”
却占据了他的学习和生活空间，期间究竟打了
多少次架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被初中学校
开除的他，又被家人送到广东的一所电视技术
学校学习。走出校门后，电脑暴力游戏的场
景，仍然主宰着刘某良的头脑和行为。戏如人
生，在现实社会犯抢劫罪的刘某良，并没有像
电脑暴力游戏中那般洒脱，2009年4月9日被
临高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于2012年
7月12日提前释放。

要说以前受到电脑暴力游戏影响而抢劫，
但如今为何又被关进看守所呢？刘某良称，刚
出狱时他痛下决心要重新做人。家里开了肉
食店，完全可以在家做生意，过得很殷实。然
而，出来只有5个月，渐渐走上“老路”的刘某
良，再次受到警察的调查。“从里面出来在家的
那段时间，很苦闷，只有那些哥们经常给我打
电话，一开始也不想去，但抹不开面子，也跟他
们一起出去。”他坦言，“其实父母、姐姐都管教
过我，但他们的管教方式让人反感。”

陪同记者前往看守所采访的有关司法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一进宫”者即使接受过思想改
造，但出狱后如果没有多渠道的外力进行教化和
帮扶，很可能由于生活的“惯性”导致“二进宫”。

这位工作人员分析，刘某良刚出狱时表现
不错，如果有合法有序的社会组织予以帮扶，如
果有相关部门加大管控力度，如果有家人软硬
兼施有艺术地管教，有意识地减少甚至隔断他
与以前“圈子”的联系，并引导他主动追求新的
生活，那么，可能他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事实上，社会帮扶方面国外已有成功经
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导
张昱及其博士高梅书，在《国外出狱人社会适
应研究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一文中介绍：在
澳大利亚，许多社会组织在政府及社会资助
下，为监狱服刑人员及出狱人员开展服务，诸
如“过渡中心”、“社区恢复中心”、“犯罪人关怀
和再安置协会”等，为犯罪人员从入狱到出狱
的各个阶段提供“全程关怀”。

谢某：生于1989年11月，被判有期徒刑14年

小学毕业打工谋生
蒙“黑老大”看得起

生于1989年11月的谢某，系临高县东英
镇人。“读小学时，我经常考到班级前三名。”谢
某回忆。但家人并不认为读书能有直接的收
益，觉得读书没用，小学毕业后他就在家务
农。2005年，他到广东东莞、深圳等地打工。
2009年回家，认识了王某龙。“他比我小，但人
仗义，别人对我好，我也对别人好！”谢某说，

“承蒙大哥看得起，既然不能上学，无论是喝酒
还是作案，我也跟着去，混生活。”

可惜这种哥们义气用错了地方。一审判决
显示，谢某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
徒刑3年，并处罚金3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
有期徒刑4年，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
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4万
元，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7万元。

谢某透露，他有阅读《读者》、《演讲与口
才》等杂志的习惯，尤其喜欢一些哲理性的话
语。刚进看守所那段时间，百感交集，深夜仍
难以入眠。他说，入狱后如果有机会，会多看
书、多学习。

临高一派出所民警介绍，很多农村孩子因
为家里贫困，或受到家长、伙伴“读书无用论”
的影响，往往小学、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混社会，
因为没有技能等原因，工作都很辛苦，也很难
得到认同，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对生活很不
满意，一旦受到教唆，感到被关心被认同，很容
易走上犯罪道路。”

深陷“组织”有家不归
逞强斗狠作恶多端
他们的内心
到底在寻求什么

谈到临高27人涉黑团伙案，海南
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丁金霞博士
指出，形成团伙，从根本上而言是在寻
求归属感。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寻求这种归
属感？他们以前归属于什么？丁金
霞说，在家庭、学校，如果孩子觉得自
己只是被管理者，在团体中没有地
位、没有价值，与家长、老师缺乏情感
交流，就可能找不到归属感，他们往
往会以“人格分裂”般的倾向走向社
会去寻求认同。“家里人和老师们总
是管我，外面人对我还好些”，这是不
少孩子的感受。“其实父母、姐姐都管
教过我，但那个时候他们越管教，我
就越有叛逆心理。”刘某良的这句话
就是明证。

丁金霞分析，孩提时代，孩子很听
父母等长辈的话，而到中学时期，受同
龄人影响更大，会自觉寻求同伴的价
值认同。这个时期，如果调皮捣蛋的
孩子被简单地推向社会，极易结成低
龄化团伙。

如何让青春期孩子的叛逆性回
归正常轨道？丁金霞提出，青春期的
孩子身边至少要有一位“精神导师”，
这个人可以是父母，也可以是老师，
或其他的长辈，不管是谁，这个人在
孩子心目中一定要很有权威，孩子
从心底里崇拜他，愿意接近他并听
从他的教导。“父母和教师要从小帮
助孩子建立牢固的是非观念，划出
一条红线，明确哪些是可以或应该
做的、哪些是绝对禁止做的。”她透
露，目前她已在我省一些市县开办

“家庭教育大讲堂”，旨在帮助父母了
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掌握教育孩子
的方法，使青春期孩子安全地跨越叛
逆的危险期。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导杨
路生，则主要从法治层面分析27人涉
黑团伙案。他认为，青少年犯罪具有
两面性特点，即一方面涉世不深，具有
很强的模仿性，比如刘某良小时候受
到电脑中暴力游戏的影响，一步步走
上犯罪之路；另一方面，青少年又有相
对的独立性，表现在违法犯罪活动中，
就是逞强斗狠，27人涉黑团伙的众多
恶性案件可见一斑。

“学生的行为只要未触犯刑法，
学校一般不应该将其开除，不能简单
地把所谓的‘问题学生’推向社会。”
在谈到如何帮助“问题青少年”时，杨
路生提出。他呼吁，所有老师都要既
教又育，尤其是要配备专门的德育老
师，14岁左右是孩子成长的关键节
点，这个时候要把有问题倾向的孩子
拉一把，对孩子不能不管，但又不能管
得太死。而对触犯刑律的青少年，刑
满释放后，社会不能对其避而远之，因
为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对于27人涉黑团伙案，杨路生发
出“七年之问”：这个团伙为何存续七
年之久？“如果对涉黑团伙打击不力，
客观上就起到了保护作用。”杨路生认
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等各个领
域，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挽救“问题
青少年”。

（本报那大10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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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王某群、王某衡强行转包临
高县波莲镇大佬村美代坡170亩土地，从中获
利14.6万元。

2010年7月，王某衡指使陈某、王某武、王
某弄敲诈勒索周某成10万元。

2012年7月至2013年3月，王某龙、陈某
凯、王某、谢某等人以看场为由，向江之韵KTV
等强行索要“保护费”共计13万余元。

……
由此可见，这个团伙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不

断在非法攫取经济利益。据统计，王某群、王某
龙团伙在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中，非法聚敛380
多万元，其中通过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获利370
万余元，强行收取“保护费”13万余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人在被敲诈勒
索时也不愿就范，但架不住这个团伙人多势
众，抱着“花钱免灾”的心理给钱了事。也有人
在没有屈从或报警的情况下，再三遭到报复，
也让他们不寒而栗。

这个涉黑团伙能够“做大”，存在这么久，
还与背后的势力有关系。而据一审审判长伍
柄霖分析：“团伙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
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
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

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伍柄霖
还分析，这个团伙还有其他几方面特征，一是
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
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在团伙内
部有威信。二是通过非法手段敛财，具有一定
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使得团伙
能够滚雪球般地变大。

由于犯罪形成“产业化”，这个团伙在临高
县城租房“办公”，采取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从
事“经营”，从而有经济实力购买枪枝弹药等武
器。有了经济支撑，这个涉黑团伙就形成了稳
定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又通过巧取豪夺，
做大“产业”，达到以暴敛财、以财养暴的目的。

这个团伙在当地臭名昭著、树敌很多，却
能维持7年之久，也与组织的严密性和蛊惑性
颇有关系。为控制手下成员，笼络人心，王某
群、王某龙对成员予以资助、庇护，经常设宴犒
劳手下成员，为他们提供医疗费等“福利”，还
为部分组织成员发工资。

“家里缺钱了，父母生病了，大哥会给钱，
平时还有工资拿，让我们养家糊口，我们很感
激大哥，就跟着走下去了。”谢某说，他来自农
村，家境贫困，又是家里的老大，在团伙里能挣
钱，让他有种自食其力的感觉。

犯案累累

成员多是80后90后
“老大”是两“小年轻”
他们如何在犯罪路上越滑越远？

盘踞一方7年之久
以暴敛财380余万
他们的“生意”是怎么做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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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临高县27人涉黑案一审宣判现场。

犯罪团伙成员年轻化。
本版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薛逢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