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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王鹏 周再明

【办案结果】
在QQ群里得知买卖银行卡也能赚钱，

23岁的男子龙某把贩卖银行卡当成了兼职，
3个月贩卖银行卡近200张。5月27日， 他因
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桃江县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

【案情回放】
3月27日，桃江县沾溪镇的尹某接到一个

自称是公安机关的电话， 告知其身份证被毒
贩利用，银行账号将被冻结，需将银行卡内的
钱转至“安全账户”。尹某按要求把银行卡内
32481元转至对方提供的账号。接到尹某报警
后， 桃江县公安局沾溪派出所经过两个月奋
战， 查明尹某的钱流入了长沙某银行客户龙

某的卡内。5月27日， 民警将龙某抓获
时，当场缴获了15张银行卡。但尹某并
非被龙某所骗。今年2月，龙某在长沙找
工作时， 发现有人在网上发布兼职信
息， 称为其办理一张银行卡可支付100
元报酬。龙某遂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办了
一张银行卡。对方收到卡后，果真通过
微信支付了100元。 龙某认为找到了一
条生财之道，在明知对方用于诈骗的情
况下， 依旧通过网络寻找学生和打工
族，让他们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办理银行
卡，再以100元每套（包括银行卡、U盾、

身份证复印件、手机号码等）的价钱收购 ，到
手后先以200元每套的价格出卖 ， 后涨价到
300元每套。3个月内，龙某通过各种途径购买
销售各类银行卡近200张，非法获利2万余元。

【民警说法】
沾溪派出所所长何意介绍，根据《刑法》

第177条规定，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
大的，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金； 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较大”
是指累计持有5张以上不满50张的；“数量巨
大”是指累计持有50张以上。龙某以牟利为目
的，先后购买并出售近200张银行卡，其行为
已触犯刑法。

【温馨提示】
广大居民应树立防范意识， 不要贪图小

利而将本人身份信息、银行卡等出借出售，以
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害人害己。

买卖银行卡近200张被刑拘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6月5日，芒种，高柳新蝉，薰风梅雨。
仲夏来临，南方果蔬丰盛，新秧出水，北方
杏黄麦熟，遍地辉煌的金色。

蔬果丰盛，浮花都尽
芒种时节，南方的菜园子里，光和热、

水与肥都很充足，这时候的蔬菜既丰盛又
鲜嫩，人们终于可以暂别大棚蔬菜了。

四季豆每天都可以进行采摘了，几乎
没有机会变老， 嫩生生的能掐出水来。还
带点稚气的黄瓜一条条从藤上垂下， 浑身
茸茸的刺， 顶端残留一点没有褪尽的花蒂，
就直接生吃吧，生嫩的味道里，是一个清脆
多汁的夏天。辣椒树上缀满小灯笼一样嫩辣
椒，摘下清炒，芳香辛辣，爽利无比……

当季的水果越来越多，枇杷黄，荔枝
红，桑葚与杨梅都紫了。自古南梅北杏，此
时节南方梅子和北方杏子均成熟了。青梅
鲜果酸涩，需加工食用，便是煮梅，最有名
的典故莫过于“青梅煮酒论英雄”。

梅子黄时， 南方便要进入梅雨季节
了。芒种时节，湖南已经步入主汛期，这一
节气也是我省雨水最多的节气。无休无止
的下雨天，在农家小院里，阶缝生出青苔，
阔大的芭蕉叶绿透纱窗，青黑的瓦片如洗
过似的光亮……天黑得一日晚过一日，蛙
鸣、虫吟、雨声，都是入睡的背景音。

古人曾有芒种送花神的习俗。农历二
月二花朝节迎花神，到芒种时，群芳摇落，
花神退位，人们便要为花神饯行，表达感
激之情，期盼来年相会。

虽然饯别了花神， 此时花事却未了，
榴花在芒种时节依旧明丽照眼，微皱的花
瓣有如丝绢裙裾，大约是因此而有“石榴

裙”一说。苏轼词云：“石榴半吐红巾蹙，待
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浮花都尽，恰合
芒种送花神之意。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五月节，谓有

芒之种谷可稼种矣。”
此时，南方晚稻下种，中稻插秧，“新

秧初出水，渺渺翠毯齐”。而在北方，风吹
麦浪，遍地金黄，“麦浪———天堂的桌子/摆
在田野上/一块麦地。 收割季节/麦浪和月
光/洗着快镰刀。”热爱乡村的诗人海子，热
衷于使用麦子的意象。

禾本科植物小麦是世界播种面积最
大、产量最多、分布最广的粮食作物，中国
是小麦产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南方多种冬
小麦，头年10月底到11月初种，来年4至5
月收，属越冬作物，小麦收后再种水稻。不
过冬小麦亩产普遍不高，在农家的粮食收
成中占比不大。

在湖南，小麦的面积很小。据统计，湖
南小麦播种面积在上世纪70年代一度达
到30万公顷左右，但单产很低，种植集中
于常德、涟源、湘西和邵阳等地，进入新世
纪，面积逐渐降至1万公顷以下。

农人认为，小麦吸肥较多，会“瘦田”，
影响后作旱稻正常生长。更重要的原因是
气候因素，小麦成熟期湖南多阴雨，导致赤
霉病发病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省农科院
专家介绍， 我省在上世纪90年代审定过几
个小麦品种，但已于2011年全部退出。

多雨潮湿的南方， 更适合水稻生长。
春争日，夏争时，“芒种”时节也是一年中
最忙的季节。 生命的丰盈来自于耕种，这
个时节的湖南农村，正是“手把青秧插满
田”，期待着下一季的收成。

芒种：薰风梅雨，麦收稻种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曹娴）李大为
违规处理工业废油，是否构成污染环境罪？在
今天下午举行的第四届湖南省大学生模拟法
庭竞赛决赛现场，围绕这一赛题，由长沙理工
大学学生组成的公诉方与由长沙学院学生组
成的辩诉方，展开唇枪舌战。

本届全省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对接“绿
色发展、生态强省”主题，由省教育厅和省环
保厅共同主办，湘潭大学、法治湖南建设与区
域社会治理协调创新中心承办，分初赛、复赛
和决赛三个阶段。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省内
23所高校组织队伍参赛。

模拟法庭上，法官担任审判长，检察官或

律师担任审判员，公诉人、被告和辩护律师则
由大学生们担任，所“审理”的案件是由有关
单位提供的环境保护领域真实的刑事案例改
编而成。“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思维清晰，
熟练运用事实依据和法律条文，表达流畅，辩
驳有力。

省环保厅副巡视员张在峰表示， 打好环
境治理战役需要法律的支持， 此次活动旨在
提高大学生的法学专业知识与实践运用能
力，为生态强省建设培养环保法律人才。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庭审辩论，最终，长沙
学院代表队摘得桂冠， 长沙理工大学的刘阳
和长沙学院的李江涛荣获“最佳辩手”。

� � � �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曾妍 欧嘉剑）今天，湖南高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 发布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状况及何建强等
犯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
猎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等9个典型案例。
2016年以来，湖南法院审结一、二审环境资
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3072件，其中，审结
各类一、二审环境资源刑事案件592件，判决
994人。

2016年以来， 湖南法院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 出台了加强全省法院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意见， 成立了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庭。在推进审判机构专门化体系建设方面，郴
州、永州、岳阳3个中级法院、资兴、安化、耒阳
等5个基层法院已经设立专门环境资源审判
庭， 其他多数中级法院和部分基层法院设立
了专门的环境资源合议庭， 初步形成了全省
法院环境资源专门化审判体系。

同时， 推进设立跨行政区划管辖的专门
化审判机构，立足我省“三山四水两湖”（罗霄
山脉、南岭山脉、雪峰和武陵山脉，湘资沅澧
“四水”，洞庭湖、东江湖）环境生态地理实际，
探索推进科学合理的“1+3+X”跨区域集中管
辖审判格局，即省法院环境资源庭统筹指导、

长沙、岳阳、郴州等3个以山脉区域、江河湖
区为依托跨区域管辖的中级法院环境资源
庭为骨干，对应“河长制”和其他地理区域的
若干专门环境资源审判法庭为基础， 组成
“1+3+X” 环境资源跨区域集中管辖专门化
审判体系。目前，岳阳、郴州中院已成立环境
资源庭。长沙中院环境资源庭以及湘江环境
资源法庭、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东江湖环
境资源法庭正在推动设立之中。以上专门化
审判体系， 重点管辖跨区域环境资源案件。
其他环境资源审判庭，管辖属地一般环境资
源案件。

奉永成

笔者的老家是一个林场， 林场里的树
种，多以杉木为主，也有几块面积不大的原
始楠木林，加之有一棵被誉为“楠木王”的
珍稀金丝楠，去年，林场领导决定筹建“中
国楠木之乡”，打造“楠木特色小镇”。规划
很庞大，愿景很美好。

前不久，老家的一位领导向笔者诉苦：
“楠木特色小镇”进行了多次招商，至今没
有实质进展。不少客商在实地考察后，认为
建设“楠木特色小镇”的条件尚不成熟。因
为站在林场里，放眼望去，全是杉木，楠木
只是点缀；基础设施落后，人流量太少，投
资筹建特色小镇，风险不可控。

去年7月份，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财政
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开展特色小城镇培育
工作的通知》 中明确， 到2020年争取培育
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新城镇。

一时间各地大干快上，仿佛一夜之间，
特色小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其中不乏
成功的典型，如常德的“德国小镇”、汝城的
“温泉小镇”等等。但事实上，很多地方建设

特色小镇， 其特色并不鲜明或者说条件并
不具备。如只有几个大棚、几家农家乐的小
镇，就提出要建现代农业小镇 ；一个4G网
络尚未全覆盖的小镇，要建科技小镇，就会
勉为其难。

中国有传统历史文化积淀的小镇成千
上万，近些年来做过完整开发的也不少，但是
真正名声在外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仔细观察，
不难发现这些成功的小镇各具特色，优势明
显，比如常德的“德国小镇”培育了多年，不仅
异国元素丰富，又紧临市区人流量大；汝城的
“温泉小镇”，因温泉而早已名声在外。

其实建设特色小镇是一个地方根据经
济发展和长期文化积淀顺势而为的事情，
其核心是特色鲜明，文化底蕴深厚，绝不是
地方政府一厢情愿或某家企业通过大干快
上就能够轻易建成的事情。

建设特色小镇必须要对自身的“特色”
进行评估，要根据当地的历史文化、自然条
件、特色产业、消费群体进行精准定位，确定
自己的特色。如果盲目跟风造镇，同质竞争，
勉强建成的特色小镇， 就难以达到预期设
想，更没有生命力可言，最终只是昙花一现。� � � �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曹娴）今天是

第46个世界环境日，我国以“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作为主题。今天，我省各地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

以“守望绿水青山，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为主题，省环保厅、省文明办、湘江新区
管委会、湖南广播电视台在长沙举行“六·五”
环境日纪念活动。作为我省“绿色卫士”的代
表，守护湘江16年的环保志愿者毛建伟、13年
坚持在孩子们心中播撒“绿色”种子的小学教
师肖玲、15年坚守一线的环保基层工作者刘
炳良，为大家讲述“绿色”心声，赢得现场500

多名观众的阵阵掌声。
株洲市在世界环境日前后开展了九大主

题活动，如组织中小学、大学学生走进环保局参
观数字环保、实验室，进行环保公益片和微电影
展播，举行“我为绿色株洲献计献策”等活动；常
德市通过我省唯一一个以宣传环保为主旨的
义务公益演出团队，用常德丝弦为群众表演《常
德是个环保城》《绿水青山赞》等环保主题节目；
凤凰县环保局继去年推出火爆朋友圈的环保
版《小苹果》之后，今年又改编创作了朗朗上口
的《保护地球》歌曲以及MV，有效传播了生态
环保知识，营造了全民参与氛围。

长沙高新区
精准治污有“绝招”

迷你机器人
助力黑臭水体治理

湖南日报6月5日讯（陈新）头戴摄像头、
自带LED探照灯的爬行机器人， 在狭小阴
暗的地下管道里四处“侦查”。这不是电影
片段， 而是长沙高新区在肖河环境综合整
治中的一幕。在肖河治理中，长沙高新区大
量使用管道探测机器人等高科技手段。目
前，肖河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水质已由劣
五类转变为四类。

肖河原为尖山湖水库撇洪渠道。 近年
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肖河水自净能力下
降，产生了黑臭水体问题。

“管道内的裂缝和异物都难逃机器人
的‘法眼’。”长沙高新区住建局副局长吴建
国介绍，由于地下管网复杂，而且早年下埋
的管道直径偏小，人无法进入。为了摸清情
况， 他们动用机器人进入管道， 进行类似

“肠镜”一样的检查。
这种机器人像一个玩具车，长约0.6厘

米、宽约0.4厘米，前面有摄像头和探照灯，
能在管道中360度录像和拍照 ,� 尾巴上接
着长绳，绳子另一端连着控制器和电脑。吴
建国说，机器人检测情况，会反映到管道内
窥电视显示屏上，最终反馈到指挥中心，工
作人员再对每一个相关问题进行相应处
理，做到精准治污。

据了解，在机器人帮助下，目前肖河已修
复、疏通排水管道13处，整改大小乱接错排点
100多处，清除河道箱涵管道淤泥10余公里。

� � � �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杨文福）今天，株洲市农科所与湖
南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举行联
席会议， 就组建名贵花卉分子育种与种质
创新研究所面对面协商。据悉，这是我省首
家以名贵花卉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

目前， 株洲市农科所拥有一个多用途
名贵花卉育种湖南省工程实验室， 在香水
百合等名贵花卉育种方面优势明显。 而去
年成立的湖南工大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
具有明显人才优势。今天，双方商定了名贵

花卉研究所4个主要研究方向， 包括抗除
草剂基因的遗传转化研究及抗除草剂优异
品种选育， 百合抗病分子机理研究及高抗
新品种培育， 花色调控分子机理及蓝色百
合育种研究， 百合深加工及系列化妆品研
究与开发。

双方还商定，力争用3至5年，共同创
建国家或湖南省名贵花卉分子育种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致力打造在国内具有较大影
响力、 国际知名的花卉科技创新团队和产
学研合作创新机构。

� � � �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
平 通讯员 杨贵新 陈程）6月3日， 网友曾
会林为隆回县癌症患者杨振兴捐献了200
元爱心款。至此，自6月1日为杨振兴发动
爱心募捐以来， 在微信朋友圈上演了一场
接力赛，2天内有545名网友共为杨振兴捐
款35559元。

今年5月3日，隆回县高平镇上坪村村
民杨振兴感到身体不舒服，出现呕吐、喉咙
嘶哑、 进食困难等症状，随
后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恶
性脑胶质瘤。

为挽救杨振兴的生命，
5月25日， 中山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组织专家为他做了
胶质瘤切除手术。 目前，已
花费医疗费10多万元，据
医院介绍，后期医疗费用预
计还需20万元左右。

杨振兴今年才36岁，家
里上有父母，下有读初中的
女儿和上幼儿园的儿子，家
庭十分困难。为了给杨振兴

筹措医疗费，家人变卖了家中值钱的东西，
并四处找亲友借款，但仍有差距。

6月1日，杨振兴妻子在微信朋友圈发
帖讲述丈夫情况，引发爱心井喷。网友们纷
纷转发，并解囊相助。

一笔笔爱心捐款、一条条鼓励短信，汇
成爱的海洋， 给杨振兴和他的家人带来了
信心和力量。目前，爱心仍在传递，参与捐
助的网友仍在增加。

谈经论市

建特色小镇须找准“特色”

株洲组建我省首家名贵花卉研究所

545名网友献爱心
2天为隆回癌症患者捐款35559元

湖南高院发布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状况及典型案例

去年以来审理环境资源案件3072件
其中审结刑事案件592件，判决994人

护绿水青山 做“绿色卫士”

全省各地开展“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

为“绿色”辩护 为生态助力
第四届湖南省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落幕，长沙学院夺冠

变废为宝
6月5日，社区居民

将蔬菜渣制作成酵素。
当天是世界环境日，长
沙县泉塘街道梨江社区
党支部开展“人与环境
相联相生” 主题党日活
动， 通过观赏环境保护
短片和酵素制作等活
动， 让党员带动居民共
创绿色低碳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张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