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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都市

审判
“活字典”
让被告人心服口服
湖里区法院刑庭庭长刘洲六年办理6起涉黑涉恶大案

扫黑除恶不止步
平安建设不停歇

湖里区以必胜决心
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之战

系 列 报 道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他
审结了我市首例涉黑案件，这也
是全国首例全案认罪认罚的涉黑
案件；他是“金句法官”，直戳痛点，当庭说
哭黑社会组织关键成员。
这名法官是谁？他叫刘洲，湖里区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带着强烈责任感
和事业心冲在审判一线 25 年。他也是扫黑
除恶案件的审判能手，近六年来，共办理 6
起涉黑涉恶大案。近日，记者采访刘洲时，
他的同事都为他点赞。
记者 汪燕妮 通讯员 李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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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底扎实被当作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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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越复杂他越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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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对话让被告人敞开心扉

因为赌博被“软暴力”讨债，一 告人的辩护律师辩护。
典”。
“刘洲，打扰下啊，您对某某事
家三口有家不敢回，连春节都寄居
审理此案的正是刘洲。他根据 件及其适用法条怎么看？”在湖里
在朋友家，孩子学业深受影响。
“软 现有的条文内容进行符合立法原 区法院，刘洲经常一到办公室坐
暴力”讨债的受害者虽然没被打也 意的适度解释，准确适用法律，最 下，
就有执行庭法官来请教。
没被非法拘禁，但受到的心理伤害 终以寻衅滋事罪审结了这起厦门
同事张晓毅法官评价说：
不亚于身体伤害。
“软暴力”
讨债案件。
“ 他（刘 洲）办 案 经 验 丰 富 ，是 我
“软暴力”讨债是犯罪吗？
“他
因 为 功 底 扎 实 ，准 确 适 用 法 们刑事审判庭的标杆，也是一本
们没打人，只是催债。”法庭上，被 律 ，刘 洲 也 被 同 事 们 称 作“ 活 字 ‘活字典’。”

卷宗有 200 多册上千万字、涉
及 66 个犯罪事实、涉案人员 24 名，
但是颜某敏涉黑案一审审理时长仅
51 天，
原本安排 12 天的庭审最后只
用了三天半，
而且还全案认罪认罚。
这离不开刘洲幕后的努力——
每次接到重大案件，他会花时间在

庭前阅卷上，对案件的重点、难点
了然于心，
庭审效率自然高。
湖里区法院接到颜某敏涉黑
案件时，正好赶上国庆假期。卷宗
数量多，又需要逐字逐句阅读，一
页页消化，为了尽快梳理案情，原
计划与家人一起外出的刘洲临时

审判案件时，刘洲尊重每一个 更 容 易 让 被 告 人 敞 开 心 扉 ……”
人，包括被告人。一位在厦门从业 这是刘洲的秘诀——聊天似的沟
多年的林律师用“特别斯文”形容 通，被告人感受到被尊重，更愿意
刘洲。他说，庭审时，人的情绪难免 坦露心声。
被带动，
他却从没见过刘洲生气。
全市首个医疗领域诈骗、敲诈
法庭上，法官坐在高处，被告 勒索犯罪集团案开庭时，刘洲说：
人座位相对较低，刘洲说，这是彰 “你们不缺医生、不缺设备，你们缺
显法律的威严。
“ 但没有宣判一个 德！”被告人陈某记在心上，他在认
人有罪之前，他是无罪的，我们也 罪认罚具结书中引用了刘洲这句
要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在法 话，
“ 我们丢了做医生最起码的医
律上给予必要的尊重，平等对话 德……”

法庭上的刘 洲

■

取消行程，假期他就“住”在办公室
里，只用六天就理顺了所有证据、
事实。
说起刘洲的兢兢业业，同事们
都一脸钦佩：
“ 他办案时完全是痴
迷状态，案情越复杂，他越兴奋，办
下了许多难啃的案件。
”

刘洲说，审判不仅要让有罪者
受到惩罚，也要努力帮助他们悔过
自新。审判颜某敏一案时，团伙“老
二”颜某洋是块“硬骨头”，刘洲留
意到颜某洋尚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翻阅卷宗发现他还用非法所得给子
女买豪车。
庭审时，
刘洲就从家庭角
度义正言辞地告诉颜某洋：
“我们要
教育子女做品质上富有的人，
父母的
言传身教胜过任何豪车……”
被感化
的颜某洋当庭认罪。

每多一人捐献“爱心就多一点血液”
2020年秋冬季高校无偿献血活动走进厦门海洋职业学院翔安校区

◀参加无偿献血活动的
同学亮出献血证。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翔安校区献血活动现场。

“特等奖抽出来了。
”
现场一片惊
呼，一名女生幸运地获得公仔，
她是活动中第三个成功献血者。
3 日上午，以“汇聚青春热血 共筑爱心厦
门”
为主题的 2020 年秋冬季高校无偿献血
活动走进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翔安校
区，共有 364 名师生成功献血，总献血量
105980 毫升。
12 月 22 日和 23 日，
该学院思
明校区也将开展献血活动。
文/记者 匡惟 通讯员 王宇征 陈鸿玲 图/ 曾美静

链接

高校献血人数超2000人
2019 年，市中心血站与 17 家高校（20 个校
区）联合举办了 75 场无偿献血活动，献血人数
占全市献血总人数的 27%，献血总量近 400 万毫
升，为保障我市临床用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2020 年秋冬季高校献血活动已于上个月再
度开展，截至 10 月份，高校献血人数超过 2000
人，累计献血量 57 万多毫升。
受疫情影响，上半年高校延期开学，造成我
市近 6000 人次的献血缺口。血站转变工作模式，
通过加大献血宣传、细化团体献血的方式，努力
募集血源以尽量保障临床供血。目前我市血液
库存仍不充足，血库缓冲能力较弱。市中心血站
呼吁更多的学校积极参与其中，同时号召广大
市民尽自己所能奉献一份力量。

现场布置可以看出学校的用
心——等候区供人消遣时间的魔
方、休息区的茶水、水果等，帮助献
血者恢复体力。其中小广场设置的
一块电子屏幕十分显眼，屏幕中间
一颗大大的爱心正跳动着，这颗爱
心由下往上逐渐变红，旁边的小爱
心上的数字也在不断增加。每一名
学生献血成功后，都能看见这颗爱
心被注入一点“血液”，而这变化正
源于自己的一点奉献。
由于活动采取提前预约制，今
年的献血现场没有往年拥挤。每小
时只安排 30-40 名献血者到现场，

缩短了学生排队等候时长，也避免
大规模的人员聚集。记者从市中心
血站了解到，这是今年疫情常态化
防控情况下，血站举办秋冬季高校
献血活动的一个新举措，每场活动
预约名额都爆满。
校团委美育科科长谌榛介绍，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历来重视
无偿献血活动，如今已打造成学校
的校园文化品牌，每年活动以不同
的形式吸引学生参与，从前期准备
到活动现场执行，学生都是主要组
织者。现场每天安排 60 名志愿者，
分时段保障献血活动，同时通过以

献血折算为志愿服务时长的方式，
鼓励学生踊跃献血。
“ 我们希望学
生能从一名献血者转变成一名志愿
者，
最终成长为活动组织者，
提升学
生的参与感、
荣誉感和责任感。
”
“学校将这项活动作为实践教
育内容之一。”校党委副书记汤忠
民说，活动的开展能够培养学生的
责任心和感恩心，筹备活动可以锻
炼孩子们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
让他们亲身体验踏踏实实完成一
项工作的成就感。
“ 我们希望培养
出的学生是具有工匠精神的高层
次技术人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