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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文身、平头、黑衣”，为揽工程
“色诱”、群殴、开赌场……
这是富阳首个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逮捕的犯罪组织

在银湖横行一时的“黑帮”
被连锅端
记者 张柳静

一个从湖南农村出身的
“80 后”
男子，
到富阳 5 年时间，
开了公司，
买下 3 套房、
1 辆奔驰车、
1 辆宝马车，
戴着百达翡丽手表，
还养着一群为他
“出生
入死”
的兄弟，
似乎达到了人生巅峰。不过，
这并不是个励志故事，
因为故事的主人公是个让人闻风丧胆的黑社会老大。
自 2013 年以来，
以林某君为首的这个黑社会组织，
聚集于银湖街道，
以
“纹身、
平头、
黑衣”
为标志性装扮，
为揽收工程，
曾公开悬赏约架、
制造
“桃
色陷阱”
、
聚众群殴，
还开设赌场、
暴力追债等，
严重影响当地社会治安。
近日，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深入推进，
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被连根拔起。据了解，
这也是富阳首个以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逮捕的案件。目前，
该组织 12 人已经被公安机关移送起诉。

一场架打出名气，开赌场赚下“第一桶金”
林某君，出生于 1983 年湖南会同县
一个普通农家，和当地多数青年一样，他
很早便开始四处打工赚钱，不过 30 岁之
前，他每个月的收入也就仅够自己和妻
儿过紧巴巴的日子。
2013 年，林某君迎来人生转折，在同
乡林某宏的邀请下，他带着几个兄弟到
了富阳郊区一家 KTV 做起了保安。当
时，林某宏为经理，他看中的就是林某君
身上的一股“狠劲”，而这股“狠劲”也很
快得到了印证。
当年年底，林某君工作的 KTV 接待
了一群中年男子，由于不满意服务人员
的工作态度，几个中年男子离开时与前
台发生了争吵。店员喊来了林某宏，林
某宏马上又想到了林某君。

林某君和几个小兄弟带着钢管气势
汹汹赶到，双方一番打斗之后，对方几名
中年男子头部、后背等部位都不同程度
受伤。最终，林某君同其他几名参与打
架 人 员 被 警 方 拘 留 ，林 某 君 也 因 此 被
KTV 开除。后该案重新办理，对伤者鉴
定，为两名轻伤、一名轻微伤。
不过，这场架却让林某君有了意外
的“收获”，他一下子从一个外来的无名
打工仔成为了“娱乐圈”里名声响当当
的人物，一说起他，很多人马上就会反应
过来，
“就是那晚打架不要命的那个”。
凭借着这点“名气”，林某君动起了
歪脑子，带着和他一起打过架、蹲过看
守所的几个小兄弟开起了赌场。白天
一场、晚上一场，50 到 100 元一局抽头，

林某君妻子负责收钱，他自己负责维护
赌场秩序、放炮子，还有小兄弟负责望
风等。不过，开设 20 天不到，他和赌场
的另一个股东发生了矛盾，赌场就散掉
了。
开赌场不是长久之计，林某君也想
着找其他出路，看着跟着自己干的几个
小兄弟，林某君心生一计。除去自己赌
博输掉的，林某君开设赌场还赚了七八
万元，靠着这“第一桶金”，林某君带着几
个小兄弟做起了高利贷生意，通过放高
利贷结识了银湖地区一批土石方工程上
的人员，从此进入土石方领域。2015 年，
他在银湖街道开了家土石方公司，靠着
这个公司门面的遮掩，他在银湖街道的
“横行霸道”
也开始了。

警方搜到的手铐、
砍刀等作案工具

文身、
平头、黑衣，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初具规模
林某君在 KTV 当保安以及后来开
赌场期间拉拢的几个小兄弟，几乎都是
他的会同老乡，后来他开了土石方公司，
这帮小兄弟自然也跟着他一起“经营”
了，这个黑社会小团伙到这里已经初具
规模。
首先在称呼上，林某君要求兄弟们
喊他“林总”或者“大的哥”
（会同当地方
言，是对年长者的尊称）。在着装上，
“出
任务”时必须统一黑色套装。发型上，必
须是平头。此外，每个加入他们团伙的
人，必须要有文身，最好胳膊上都纹满

了，看着越吓人越好。
为了出门更有气势，林某君在自己
的办公场所专门配备了健身器材，只要
有空，他就要求兄弟们在那集体健身，他
们还时不时在朋友圈晒出赤膊举哑铃的
小视频或者照片。
对于加入团伙的人，林某君包吃包
住，一般住在办公场所，吃那就讲究了，
每次这帮小兄弟出门下馆子，都会给林
某君发微信，林某君收到后会直接发微
信红包给他们。
吃穿住行都安排妥当，林某君对手

下也有很严格的要求。总的来说就是听
话、忠诚、讲义气。每次只要他微信联系
出任务，这帮人无论手头在做什么，人在
哪，都必须随叫随到，绝对服从。他不容
许自己的手下和其他小团伙有任何往
来，
一旦被他知晓，
就必须被踢出团伙。
而说到讲义气，林某君首先自己做
了示范。在一次约架过程中，林某君为
了感谢到场助威的伙伴，做东请他们吃
饭。饭桌上，林某君为表诚意，用一个啤
酒瓶砸向自己的头，当场鲜血淋漓，直接
被送进了医院急诊室。

色诱、
恐吓、
“下战帖”
，不择手段揽工程
要养着这样一帮“兄弟”，林某君在
生意上自然是想尽办法赚钱，其中超出
法律底线的行为更是不胜枚举。
2016 年，林某君得知，银湖一名工程
负责人王鹏（化名）手头有一个项目，如
果这个工程的所有土石由他们公司承
包，赚头少说有几十万元。没几天，林某
君就带上那帮穿着黑色套装的小兄弟
们，
将王鹏约了出来。
饭桌上，林某君还算客气，不光好酒
好菜款待王鹏，还请了一个 25 岁左右的
女孩（因欠林某君高利贷，被他逼着作
陪）陪酒。多次请吃喝后，林某君为了给
自己拿项目加一份保障，又出了一招。
他要求女孩陪王鹏睡一晚，并用其提供
的秘拍装置录下视频，这样借款就可以
一笔勾销。最终，林某君成功拿到了王

鹏的“艳照”视频。随后，林某君拿出了
10 万元现金，硬是塞到王鹏手中，还让他
签下一张 10 万元借条。事实上，王鹏的
工程上千万元，这 10 万元根本派不上用
场，但看着一桌虎背熊腰的壮汉，王鹏不
得不妥协，在欠条上签了字。随后，警方
在林某君的保险柜中搜出了这段视频以
及和视频放在一起的借条。
后来，警方通过调查还了解到，该案
中的受害女子被林某君要求，以发生性
关系为代价，偿还高利贷利息。受害女
子将视频交给林某君后，林某君以视频
不清楚为由，拒绝给受害女子平账，还继
续向她逼债。最终，该女子为了躲避林
某君逼债，不敢出门工作，不敢和家人联
系，每天只吃一顿稀饭，这样的日子过了
三个月，最终该女子在出租房内无奈吞

下安眠药，
所幸最终无性命危险。
林某君的横行霸道在“圈子”里出了
名，不少同类公司在和他竞争时都会望
而却步。几年前，银湖街道某村计划在
水库旁修建一条便道，林某君的报价较
高，但村里倾向于将工程交给另一家公
司。林某君得知此事后，直接在朋友圈
下了“战帖”
：
“ 有 谁 知 道 XX（对 手 公 司 老 板 名
字）在哪？我付定金 1 千元，找到再付 1
千元……小人，有本事直接在那等我，前
提是不要报警！知道的私聊我。”
此外，林某君还多次带人拿着砍刀
到 工 程 施 工 处 ，对 工 程 负 责 人 进 行 恐
吓。并派手下在施工地阻拦施工，迫于
林某君的名声，
工程负责人不敢报警。

暴力“兼职”，一言不合就出手
除了非法揽收工程，林某君带着自己
的黑社会团伙，还会干些“兼职”，比方说
放高利贷、帮人讨债等。
富阳一名男子曾向林某君借了 5 万元
高利贷，到期无法偿还，林某君便带着几
个兄弟半夜上门，不仅在他家门口泼油
漆、贴大字报，还将这名男子儿子的信息
以及谩骂语言印在了纸上，像发传单一样
到处发。
当然，如果这些还不见成效，林某君
还有更极端的办法，最常用的自然是打一
顿。过程中，林某君还会让人拍下视频，
发到微信群，
以此威慑其他借款人。
林某君在银湖一带名气很大，一些讨
不到钱的债主还会主动找上门寻求帮
助。西湖区有个老板，被人欠了 100 万元，
他 承 诺 ，给 林 某 君 20% 提 成 ，让 他 去 讨
债。林某君派手下前往讨债，找到欠债人
家后，见人不在家，便直接将脚掌大小的
一把铁榔头扔进欠债人家中，直接将整扇
玻璃门砸下。

找到欠债人之后，林某君将欠债人车
辆扣下，要求“拿钱取车”，并在电话中对
欠债人进行威胁。最终，林某君以这种暴
力方式，讨回 35 万元，并因此赚得 7 万元
提成。
林某君同他的手下兄弟对于用暴力
方式解决问题已经习以为常，有时候甚至
路上遇到一点小摩擦，都会上去“干上一
架”
。
有次，林某君手下几个兄弟出门办
事，车子开到半道上，前面有辆小汽车靠
边停着，他手下按喇叭后超车上前。正
巧，小汽车此时也启动了，并迅速赶超了
林某君的车子，随后又在前方停下，并开
门下车。
事实上，小汽车主人并没有意识到后
方车辆，下车也只是为了在路边网点寄个
快递。而这些行为在林某君手下眼里，却
成了公然挑衅，这些手下一拥而下，二话
不说就将寄快递的男子摁在地上一顿暴
打。

作案 30 余起，黑社会性质组织被连根拔起
经过深入调查，富阳警方掌握了该组
织实施寻衅滋事、暴力讨债、非法拘禁、敲
诈勒索、放高利贷、暴力讨债、非法揽收工
程、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30 余起。
在林某君的办公场所，警方还搜到了
防爆器、警棍、棒球棍、手铐、砍刀等作案

工具。
2018 年 9 月份之后，以林某君为首的
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 12 名涉案人员，陆
续归案，目前该 12 人已经移送起诉至检
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