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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3日讯 （朱章安 徐德
荣 曹正平） 4月18日上午， 南华大
学医学院爱心支教社3名学生来到衡
阳市蒸湘区呆鹰岭镇振兴小学， 分
别给三个年级的小学生上英语课。
小学生们个个认真听课， 学习兴趣
很高。 据了解， 近10年来， 除寒暑
假外， 每周一至周五， 每天都有南
华大学爱心支教社的学生到振兴小
学义务支教。

2004年4月， 南华大学医学院团
委组织学生在农村作社会实践调查时
发现，很多农村小学师资不足，而学生
多为留守儿童，一些学生性情孤僻、难
以管教。 为此，校团委倡导成立爱心支
教社，组织大学生去农村小学支教，既
传授知识， 又帮助引导小学生养成良

好学习、生活习惯与健康心理。 爱心支
教社由校团委负责管理， 入社均为自
愿。 支教社根据大学生特长安排授课
内容及时间，保证周一至周五每天有3
至4人支教。 不论刮风下雨，支教人员
都准点到校。 支教也没有任何报酬，坐
车、吃饭都得自己掏钱。

“他们不仅弥补了学校师资不
足， 还给小学生言传身教， 起到了
很好的榜样作用。” 振兴小学校长刘
昆说。 爱心支教社成立以来， 先后
与4所小学结对支教。 10年来， 有
2000余名大学生加入支教队伍。 医
学临床专业学生刘美， 7年前在振兴
小学就读时受到支教社帮助。 去年，
刘美考进南华大学， 现已成为支教
社骨干成员。

综合 ２０14年4月24日 星期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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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学生爱心支教10年不断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冀宏 ）“坐地铁时可以借
书，全城80多个图书馆通借通还，读
书越来越方便！ ”今天是“世界读书
日”，下午，在长沙地铁2号线“芙蓉
广场站”4号入口， 市民汪媚借到了
来自“书香地铁”24小时自助图书馆

的第一本图书。
首批运行的两个自助图书馆分

别位于地铁2号线的“芙蓉广场站”和
“五一广场站”。 自助图书馆由图书展
示柜和酷似ATM自动柜员机的机器
组成，能存取402本图书，图书在全市
80余个总分馆通借通还。 机器操作方

便，30秒钟借书、10秒钟还书， 与地
铁人群快节奏的生活步调相一致。
长沙市图书馆派专人管理， 每半个
月进行一次全部更新，保障在架图书
不低于280册。 机器出现故障，工作人
员会在1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

今年， 长沙市开展公共文化服

务提质提效三年行动， 城市公共图
书馆建设是重点项目。“计划到2016
年建设8个地铁自助图书馆。 ”长沙
市文广新局局长杨长江介绍， 今后
将根据地铁建设进度和人流分布情
况， 逐步在所有换乘站设立自助图
书馆。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白培生
通讯员 黄河）推荐新书、图书“漂流”、“我爱
读书吧”征文……4月23日，郴州市永兴县城
沙子江小区“免费读书吧”开展形式多样的阅
读活动，吸引大批学生和居民参与。

据了解， 郴州市以各级图书馆和农家书
屋等为平台，大力开展读书学习活动，各地涌
现全民阅读热潮。 目前，全市共建设乡镇综合
文化站250个、农家书屋3106家、村级文化活
动室2939家，在社区、村组还建设流动图书室
和借阅点100多个，基本建成了城乡居民出门

“半小时”阅读圈。
近年来， 为吸引广大市民多读书、 读好

书， 郴州市广泛开展读书进机关、 学校、 企
业、 农村、 社区、 家庭活动。 市里搭建了
“林邑讲坛”、 “天天读、 月月谈”、 “郴州
学习在线” 三大学习平台， 并在市新华书店
设立优秀读物推荐专柜， 市图书馆开展“春
苗书屋” 阅读推广活动， 由志愿者组织丰富
多彩的读书活动。 同时， 要求各级各部门班
子成员带头学习， 示范带动全市干部与市民
形成读书学习之风。

长沙启动全民阅读
免费赠送30万人次的电子书籍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王茜 龙文泱）今天，2014

书香长沙·全民阅读活动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周·
书友会正式启动。 现场公布了“2013年度长沙市十本
最受市民喜爱的书”评选结果，并免费赠送30万人次
的电子书籍。

今年年初，经市民网上投票和专家评审，《狼国女
王》、《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大清相国》等图书入选

“2013年长沙人最喜爱的十本书”。 从今天开始，长沙
将电子书籍以免费的形式点对点赠送给市民，2014年
全年将赠送30万人次。 为提升长沙城市品位，推进学
习型城市建设，“中华经典诵读”、“终身学习活动周”、

“读书月”、“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周·书友会” 等系列
活动将相继开展，贯穿全年。

“读书达人”
一年借书747册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喻乐）长
沙市民佟伟，从去年4月23日至今年4月22日，在湖南
图书馆借阅书籍747册， 成为一年来在该馆借书最多
的读者。 今天是第19个世界读书日，湖南图书馆对20
位读者进行了表彰。

2011年7月1日，湖南图书馆实现免费开放，取消
办证、验证等一些辅助性服务的收费，同时免费开放
一般阅览室、电子阅览室、自学室等公共空间设施场
地。 此后，省会市民办证借书热情高涨，借阅册次、入
馆人次快速增长。 进馆人次，从2011年253万、2012年
303万，增加到2013年的383万；借阅册次，从2011年
158万、2012年181万，增加至2013年的211万。

长沙地铁站可自助借书
首批两个自助图书馆402本图书半月一更新，全城通借通还

郴州建成“半小时”阅读圈

4月23日，
学生在登记交
换图书。当天，
长沙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举办
“2014读书月”
之以书换书活
动， 发动学生
把读过不用的
旧书拿出来彼
此交换阅读。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欧建涉黑涉恶团伙案二审开庭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潘哲 ）今天，省高级
人民法院在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审判庭对以欧建（曾用名欧剑）
为首的黑恶团伙案进行了二审开
庭。 该案对部分上诉人进行开庭审
理，对其余上诉人进行提审。

2012年7月10日， 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以欧建（曾用名欧剑）
为首的黑恶团伙共71名被告人进
行了一审宣判。 全案共认定了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贩卖毒品罪，开设赌场罪，强迫交
易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聚
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非法持有枪
支、弹药等罪名。

一审判决认定欧建犯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
等多项罪名，总和刑期有期徒刑41
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
罚金632万元、没收个人财产705万
元，并追缴其违法所得；宾建大犯
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300万元。
其余69人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
刑、15年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管制以及剥夺政治权利、没收个人
财产、罚金等刑罚。 一审判决后，被
告人欧建、宾建大等31人分别提出
了上诉。

一审法院查明， 自1989年以

来，欧建从在湘潭市雨湖区芙蓉电
影院旁开设第一家赌博电游室开
始，逐步涉足赌博电游、地下赌场、
发放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有组织地
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聚敛了
巨额非法财富，并拉拢腐蚀有关国
家工作人员，对湘潭市部分城区的
上述非法行业实施非法控制或者
形成重大影响。至2004年通过各种
打压手段，其基本实现了对湘潭市
主要城区的赌博电游业的非法控
制，其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演变形成。

此后该组织不断发展，至2009
年，欧建通过操纵湖南庞龙物流有
限公司（前身为湘潭市庞龙渣土施
工有限公司）， 组织指挥黑社会性
质组织人员违法犯罪， 欺行霸市，
以庞龙公司为依托，非法控制湘潭
市岳塘中心城区的渣土挖运市场，
强迫交易， 牟取巨额经济利益，该
组织日渐发展壮大为较为稳定的
湘潭地区较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2006年初，宾建大 (为欧建涉
黑团伙提供毒品人员)纠集黄龙、袁
胜利与刘尚阳、王勇、林杉、吴亿文
等人组成贩毒团伙，先后建立了深
圳市、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等地
的毒品销售网络。

因案情重大、复杂，该案二审
将择期进行宣判。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戴陈峰 ）今天，廖卫昌等4
人故意伤害案二审在郴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2013年12月27日，永兴县人民
法院对被告人廖卫昌、 袁城、 骆威
平、夏际玉等4人以故意伤害罪分别
判处有期徒刑11年、6年、4年、3年6
个月。 4名被告人不服，向郴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4年1月
14日，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
理，并于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

在二审庭审中，合议庭重点围
绕案件经过、被害人邓正加死亡原
因、被害人是否有过错、廖卫昌等4
人是否持秤砣或秤杆打击被害人、
殴打行为与被害人死亡是否存在
因果关系、 廖卫昌等4人投案情节
等问题，进行了法庭调查。

检察机关将现场勘查笔录、中
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检
验报告书、郴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
所法医学检验鉴定意见书、郴州市

人民检察院法医学文证审查意见
书等证据进行了当庭举证，宣读了
证人证言及4名上诉人在侦查机关
的供述。 4名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发
表了质证意见。

根据廖卫昌的辩护人申请，法
庭依法通知了相关证人和鉴定人
出庭作证。 控辩双方对证人、鉴定
人进行了交叉询问。 法庭当庭播放
了案发时临武县解放南路现场视
频、城市监控视频及廖卫昌手机拍
摄的视频资料。 庭审中，鉴定人还
就法医学专业领域内的问题进行
了回答。

上诉人亲属、 被害人亲属、部
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执法执纪
监督员、 媒体记者和社会公众等
100余人参加旁听。同时，法院还设
置远程视频旁听席，供未能进入法
庭的人员旁听。 中国法院网、湖南
法院网和郴州法院网对庭审过程
进行了全程图文直播。

本案将择日宣判。

廖卫昌等4人故意伤害案二审公开开庭
庭审过程网上图文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