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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君穷

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母
爸村村委会会议室内交谈声不断，该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飘召集
村干部开会，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核
算村集体资产，为下一步成立村办股
份制公司做准备。

这是陈飘经过长久思考酝酿后实
施的一次行动。

2014年，陈飘以大学生村官的身
份来到母爸村。一年后，母爸村“两
委”班子部分成员因违纪被处分，陈飘
临危受命挑起了村党总支书记的担

子。一手抓党的建设，一手抓产业发
展，4年多时间里，陈飘深入田间地
头，与村民打成一片，从一个外乡人变
为村民们的“主心骨”。

在陈飘看来，要让村民过上好日
子，只完成一名村干部日常的工作还
不行，更要大胆闯、大胆试，因地制宜
培育特色产业。正是这一点，牵引着
他思考的神经。

“今年芒果市场行情算是不错，收
购价是每斤三四块钱，但当我在外面
看到一些进口的优质芒果可以卖到几
十块甚至上百块钱一斤，我就琢磨着
如何把村民的收益提上去。”近年来，

村里传统的芒果产业大而不强，单位
面积土地收益不高，陈飘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

为让芒果卖出好价钱，陈飘颇费
了一番功夫。2016年4月，在陈飘的
努力下，母爸村完成芒果商标注册认
证，希望借此提升芒果的知名度；当年
12月，陈飘又主动和知名电商联系，邀
请电商代表到芒果基地实地考察，推
动线上销售。2017年下半年，母爸村
引进一家合作社，由合作社提供专业
技术，对芒果种植进行标准化管理。

除了发展传统的芒果产业，陈飘
还在思考着如何为村里引进新的产
业。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
人大代表的陈飘得知三亚博后村通过
种植玫瑰，带动了千余名农民增收，便

动了引进玫瑰产业的心思。
从北京回来后，陈飘和其他村干

部挑选了50亩村集体土地，用于玫瑰
花种植试验。经过周密的准备，今年
1月，第一批两个品种的玫瑰花种苗
在母爸村种下。“如今玫瑰花已经采摘
了几次，为许多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
打零工的机会。”陈飘说道。

虽然芒果产业优势还在，引入的
玫瑰产业也方兴未艾，但更深层次的
问题一直在陈飘心中萦绕。村民的土
地过于分散，村民在市场上“单打独
斗”议价能力低，村集体经济较薄弱，
难以开展有效的产业组织。“引进了合
作社的先进技术，但有些果农却觉得
自己10多年都是这样种植，不需要作
出改变。”陈飘举例说。

“要在村里成立股份制公司，让农
民变股民，资金变股金，资源变资产。”
谈起接下来母爸村的发展方向，陈飘表
示，母爸村将通过产业和股份把村集
体、股份公司、农民的利益联结起来，走

“合股联营”、抱团发展的路子。“村民可
以将承包地的经营权入股，这样能实现
集约化发展，剩余的劳动力可以出去务
工，同时也能享受村里的分红。”

“有没有想过如果失败了怎么
办？”面对记者的提问，33岁的陈飘显
出坚毅的目光，说：“村子有产业，村民
才有奔头。大家信任我，选我当村党
总支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我就不能因
为怕担责任而畏缩不前，总要努力带
领大家伙闯一闯、试一试。”

（本报椰林5月25日电）

陵水母爸村党总支书记陈飘从“外乡人”成长为村民“主心骨”

大胆闯大胆试 促农增收显担当

本报海口5月25
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
讯员王丹丹 王颖）黄
伟、陈明富、黄昌柏、邢
福前等恶势力犯罪团
伙成员，在公众场所公
然开枪射击他人，日
前，人民法院以故意杀
人罪、非法持有枪支
罪，判处该团伙成员有
期徒刑。结合该案，省
高院对黄伟等人多次
持枪滋扰是构成寻衅
滋事罪还是故意杀人
罪进行评析。

省高院评析黄伟等人故意杀人、非法持有枪支、窝藏案

持枪滋扰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还是故意杀人罪？ 定安美食文化节
“争鲜美食汇”举行

本报定城5月25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5月25日，2019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

“争鲜美食汇”在定安县定城镇海洲广场举行。
定安是座美食之城，拥有一系列享誉海内外的

特色美食，许多市民游客通过美食来认识定安、品味
定安。活动吸引了不少海口市民游客驱车前往，现
场美食飘香，定安粽子、炸黑猪排骨、白切农家鹅、带
皮小黄牛、农家笠、年糕等24个摊位近百道美食款
待，不仅让八方游客食欲大开，更展示了定安热情好
客、诚善之美的人文风情。

“争鲜美食汇”现场还举行农副产品认购签约
仪式，深圳市联众食品有限公司、海南冷泉餐饮文
化管理有限公司、海南众赢会品供应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参与爱心消费扶贫认购，认购总额达111
万元。

据了解，这是第10届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
化节，因此特别以“十味定安”为主题，以美食
为主线，全面展现定安的历史、文化、生态和旅
游资源。

扫黑除恶，海南法院在行动

2017 年，为了使被害人邢某严、
王某前退出海南省文昌市东路镇农
副产品加工建设项目的土方供应工
程，黄伟提前购买作案使用的衣服、
头套以及租赁车辆，多次纠集陈明
富、黄昌柏、邢福前以及李益名、邢福
正、叶世凤（三人均另案处理）持枪对
被害人进行暴力滋扰。

3月16日22时许，在黄伟的组织
下，陈明富驾驶轿车载各持1支火药
枪的黄伟、叶世凤、邢福正寻找邢某
严，行至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时发

现邢某严的轿车，黄昌柏、叶世凤向
邢某严的轿车射击，致使车玻璃损
坏，损失价值253元。

3月30日10时许，在黄伟的组织
下，陈明富驾驶轿车载各持1把火药
枪的黄伟、叶世凤、邢福正、李益名，前
往海口市美兰区咸来镇停车场寻找王
某前，该停车场员工冯某上前询问时，
李益名、叶世凤直接向冯某开枪射击，
造成冯某头部、颈部受伤至轻伤二
级。之后，黄昌柏又从车内天窗向上
开枪，威胁停车场其他工作人员。

4月3日凌晨3时许，根据黄伟之
前的授意，陈明富、黄昌柏、邢福正、邢
福前、李益名驾驶2辆轿车、持5支火
药枪寻找王某前，行至大致坡镇高村
村口时发现王某前驾车经过，黄昌柏
立即开枪向王某前汽车射击，王某前
等人下车逃跑时，李益名又持枪向王
某前射击。之后，邢福正、邢福前、黄
昌柏、李益名、陈明富持枪向王某前的
汽车射击，致使该车玻璃损坏（因车辆
未查找到案，未能作损失鉴定）。

4月9日，公安民警从黄伟处扣押

枪弹2枚，从黄昌柏处扣押自制火药枪
1支，从陈明富处扣押自制火药枪2支、
弹壳2枚、作案头套3个、迷彩上衣3
件，从林师波处扣押自制火药枪2支、
枪弹4枚，从陈燕处扣押叶世凤持有的
自制火药枪1支。经鉴定，上述6支自
制火药枪均是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

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分别以故
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罪名，
对黄伟、陈明富、黄昌柏、邢福前、林
师波、陈燕判处13年至1年不等的有
期徒刑。

行为人多次持枪滋扰，持枪向被
害人及车辆射击，构成寻衅滋事罪还
是故意杀人罪？

省高院：黄伟等人 3次持枪对
被害人进行打击报复，第一起向无
人的车辆射击造成车辆财产损失
253 元；第二起向无辜的停车场工

作人员射击致1人轻伤；第三起向
被害人本人以及车辆射击多枪；公
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黄伟等人
明知开枪射击随时危及他人生命，
仍然持有致伤力的枪支肆意向他
人开枪，甚至在第二起事实中直接

向被害人头部射击，第三起事实中
直接向被害人射击多枪，放任被害
人的死亡，依法已构成故意杀人
罪。鉴于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
果，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
从轻处罚。从黄伟等人的犯罪行
为表现来看，持枪向人射击已经超

出普通的持械滋扰，不仅危害了社
会管理秩序，还严重侵犯了公民的
生命健康。从想象竞合犯理论来
看，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多种罪
名时，择一重罪处罚。因此，持枪
滋扰行为以故意杀人罪定罪更为
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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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奋斗者

关注2019年海南定安美食节

5月25日上午，在一曲热烈的开
场舞蹈中，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
化节揭开序幕。舞蹈演员们以劲歌
热舞展现人们对节日的期盼和热
情，吸引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看。
开幕式结束后，市民游客来到各个
地方名粽馆，品尝名粽，点评口感，
趁着端午前夕，购买各式各样的名
粽送亲朋好友。海口市民张先生
说，能在家门口购买到各个市县的
新鲜粽子，十分方便。

据了解，来自海口、定安、琼海、
万宁等多个市县的粽子企业亮相现
场，为市民们送上猪肉粽、牛肉粽、
五色粽、鸡屎藤粽子、福粽、灵芝鸡
粽、斑兰粽等多种特色口味粽品。
此外，还提供福水莲花、百香果茶、
辣木茶、山柚油等多种农副产品供
市民游客选购。

此外，特色十足的各种口味粽子，
也成为本届端午美食文化节的亮点。

“鸡屎藤粽子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
相比普通粽子更易消化。”携带创意产
品鸡屎藤粽子参展的展商李会革说，
鸡屎藤粽子是他4年前研发的，通过
不断创新、研发，产品如今已走上生产
线，“参加这次的粽子展活动，也想让
顾客看到我们的新产品，同时和其他
人交流，增强我们的创新力。”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
次展销会打破了以往展会特装、标展等
固定形式，现场以各地区及当地的特色
元素为单位，凸显各地的粽子文化及城
市风格，追溯历史，弘扬民族传统文
化。作为本届展销会的一大亮点，现场
采用端午节庆符号的搭建风格，以萌版
粽娃、Q版中华神龙等元素装饰点缀现
场，渲染出浓郁的端午节气氛。

关注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

21家粽企荣获
“海南名粽”称号

本报海口5月 25日讯 （记者邓钰
袁宇）在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上，
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组委会为
21家粽企颁发“海南名粽”牌匾。

活动开幕式上，海南定安伍荣昌实
业有限公司、海南定安新泰来食品有限

公司、海南碧乡石碧苗妹五色粽水
口仔厂、琼海石壁苗妹子五色粽

专业合作社、海口馨艺饮食文
化有限公司、海南津可佳食
品有限公司、琼海福文村
粽子农民专业合作社、海
南金山畜牧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琼海特麦拉食
品有限公司等21家粽企
荣获“海南名粽”称号。

名粽展晚会：

多彩活动
搅热欢乐氛围

本报海口5月 25日讯 （记者邓钰
袁宇）一曲抖音歌舞串烧，让现场的观众
不禁跟着熟悉的音乐沸腾起来；变脸喷
火节目，让观众品味到经典魅力……5月
25日晚上，作为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
化节特色节目之一的名粽展晚会在海口
市名门广场举行，劲歌热舞让现场成为
欢乐的海洋。

“和乐粽，五月香，一起吃，香香香
……”晚会现场，一首《和乐粽》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曲风轻松活泼，歌词朗朗
上口，其中海南话与普通话的穿插演唱
更是引得现场观众掌声阵阵。

“这首《和乐粽》将海南粽子文化融
入到歌词中，很好听也很有趣，通过音乐
律动这种口口相传的方式，能够传播海
南的美食文化，非常有意义。”现场观众
黄升观看表演后，竖起了大拇指。

晚会现场还穿插了有奖竞猜、微信
摇一摇赛跑等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让
市民在游玩品尝的过程中感受欢乐祥和
的端午文化。

关注第二届海口火山荔枝月

海口举办2019骑楼老街
火山荔枝宴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记者计思佳）5月25
日傍晚，2019骑楼老街海口火山荔枝宴在海口中
山路步行街举行。此次荔枝宴推出的“美荔良辰”
12道菜品，均由琼菜名厨精心研制，菜品相比去
年火山荔枝宴又有创新和升级，收获在场市民游
客好评。

今年的骑楼老街火山荔枝宴现场，增加了荔
枝移动美术馆。主办方介绍，移动美术馆是为宣
传推介海口火山荔枝文化而精心设计制作的。美
术馆里共展出了10幅画作，分别以印象派、抽象
派、波普艺术、蒸汽波等风格绘制，画作内容都有
其特别的含义，展示了海口火山荔枝的由来、海口
火山荔枝的特点等内容。

同时，“文创展区”内展示了海口火山荔枝文
创系列产品。其以“火山荔枝萌宝”及“荔志叔”两
个IP形象为基础设计，有帽子、折扇、帆布袋、钥
匙扣、玩偶等，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在网络上极具人气的美食主播考拉，通过现
场直播的方式，向全国网友推介海口火山荔枝，荔
枝入菜美食文化，以及荔枝衍生产品等。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农业农村局、海口市龙华
区政府、阿里巴巴集团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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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热闹开场

送上“放心粽”共品端午香

本报海口5月25
日讯 （记者邓钰 袁
宇）端阳将至粽飘香，
家家户户煮粽忙。端
午佳节来临之际，为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营造浓厚节
日氛围，扩大和提高
海南品牌粽子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5 月 25
日上午，为期两天的
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
文化节在海口市名门
广场开幕。

据了解，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已
成功连续举办3届，已成为市民放心选
购粽子的平台之一。此次活动中，主
办方为提振海南粽子市场消费信心，
推广海南名粽品牌，在粽子展销中更
加注重食品安全问题，对展销的粽子
企业提出了更加严苛的食安检测要
求，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经过层层检
测的“放心粽”“安全粽”。

“今年，为保证食品安全，定安的粽
子企业在猪肉等原材料采购，粽子制作
以及销售等过程中，有了更严格的标
准，也受到政府部门更严格的监管。”定
安县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介绍，今年，
为了让消费者吃上由放心猪肉制作的
定安粽子，各相关生产企业在定安粽子
协会的组织和协调下，通过点对点购销
的方式，直接与养殖企业对接，统一订
购具有“两章两证”的合格猪肉，作为定

安粽子的原材料。
同时，定安各企业均建立了完整、准

确的猪肉购销台账，详细记录猪肉的来
源、用量和制作完成后粽子的销售处，以
保证所有粽子都是用放心猪肉制作。此
外，食药监等部门还每周不定时突击检查
定安各家粽子企业，保证其食品安全问
题。“我们希望通过层层把关，让消费者吃
上最放心的粽子，过上一个美好的端午
节。”王沸健说。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琼海市政府、定安县政府主办，海
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琼海市商务局、定
安县发改委承办，旨在以“平台展示+现
场活动+媒体宣传”的模式，整合省内其
他媒体资源进行强有力的推介和统一展
示，为市民提供选购“放心粽”平台，并向
全国展示海南的粽子美食文化，以助力
粽子品牌建设提升海南饮食文化内涵。

食品严格检测 确保安全放心呈上各地名粽 方便市民选购

活动现场，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尝选购各色名粽。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