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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秦紫霞 通讯员蔡林珊）“打鼓唱戏
的、测字算命的、出售盗版光碟的……占道经营严重，还
有聚众打牌的，瓦窑小游园脏乱差现象又冒头！”近日，
在桂林人论坛上，关于瓦窑小游园乱象的帖子一出，就引
起了不少网民的关注。为打好国家卫生城复审攻坚战，巩
固国家卫生城成果，近日，象山区组织区城管、公安、工
商、环保、食药监、文化执法大队、平山街道办事处等 100
多名执法人员，对瓦窑小游园脏乱差现象进行集中整治。

当日下午 3 点 30 分，记者来到瓦窑小游园，只见小游
园里人声鼎沸，许多中老年人正在打牌，戏曲音乐一浪高
过一浪，小贩们则在出售各类商品。城管和相关部门执法
人员一一进行了依法处理，受到了群众的点赞。

“之前政府对这里进行过一次集中整治后，效果挺好
的，但天气回暖，脏乱差现象又有些反弹。希望多进行整
治，让瓦窑小游园恢复成我们市民休闲的场所。”市民赵
小姐告诉记者。

据了解，此次整治行动是今年象山区针对瓦窑小游园
进行的最大一次集中整治。象山区城管大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象山区将探索长效管理机制，力争从根本上
解决瓦窑小游园脏乱差现象。

噪音扰民 随意摆摊

象山城管部门

突击整治瓦窑小游园

□本报记者刘教清

通讯员黄勇丹 陈燕燕 文/摄

在龙胜龙脊镇和平村江路组，有一名
可爱乖巧的孩子，长相清秀，思维敏捷，
但 3 年前他因病休学了。为不让一个孩
子无书可读，这几年来龙脊小学的老师轮
流“履责”，送教上门。

孩子名叫潘荣健，今年 11 岁。在他
读幼儿园时身体还好，后来父母发现他走
路并不稳健，带他四处求医，后确诊为进
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中药、西药吃了不
计其数。”潘荣健的母亲向运弟说，孩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也逐渐加重了，腿
脚越来越不方便。

潘荣健上小学后，父母为了给他创造
一个好的条件，拼命去打工挣钱。尤其是
向运弟，在潘荣健读小学一、二年级时，
她一边当陪读，一边在学校附近的工地上
搬砖。

“搬砖好累，尤其是大太阳天，一般
人受不了。”龙脊小学副校长侯定强介绍
说，他特别佩服向运弟的精神，“一天到
晚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等孩子上课
后，又去工地搬砖。”

但向运弟从不觉得辛苦。她说，“开
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毕竟是自己
的亲骨肉，我们必须为他付出。”

可不幸的是，到 2015 年春季潘荣健
读小学三年级时，病情更严重了，完全不
能正常走路。于是，当年 3 月，无奈休
学回家。

不能因贫穷、因病让一个孩子掉队。

抱着这样的想法，潘荣健休学后，龙脊小
学抽出 12 名老师，分成 4 个组，轮流送教
上门。根据潘荣健的身体、学习等情况进行

“私人定制教育方案”，有语文、数学、美术
和书法等课程，以及思想品德教育，每月

送教上门。平时潘荣健在家自学，父母
也进行一些基础教育。

如今两年过去了，潘荣健已学到了
五年级的课程。向运弟说，孩子很聪
明，学东西很快，“感谢学校和老师为
孩子的付出，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多关
心残疾人，让所有残疾人都能感到社会
的温暖。”

□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李怡慧 钱久胜

夫妻俩双双患癌，幸福家

庭一夜垮塌

在象山区二塘乡四合村委佛殿村，说
起李五有，凡是认识他的村民都说这个中
年男人很勤劳。每天他都会定时上山去放
羊。羊是李五有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伺
候得十分周到。李五有 40 多岁的时候，
娶了村民莫孑兑珍，婚后两人育有一子一
女，尽管没有什么闲钱，但家庭和睦，夫
妻恩爱，也算是幸福之家。

天有不测风云。 2017 年，莫孑兑珍感
到身体不适，拖了一段时间后去医院检
查，被告知患上了右侧腮腺癌。拿到通知
单的时候，莫孑兑珍整个人都懵了，头脑里
第一个反应就是家里拿不出这么多的治疗
费用。但李五有知道后，二话不说，坚决
地把家里的羊都卖了，给莫孑兑珍换了 6
万块治病钱。

看到丈夫为了自己，把家里唯一的经
济来源都卖了钱，莫孑兑珍心里满是愧疚。正
当她下定决心要积极配合治疗，早日控制
住病情好重新赚钱时，上天又跟她开了个
残酷的玩笑——— 2018 年 4 月，李五有也
被诊断出胸中段食管中分化鳞癌，而且是
晚期。拿着医院的通知单，莫孑兑珍瘫坐在了
地上。夫妻俩双双患癌，这对于一个农村家
庭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在莫孑兑珍接受治疗期间，家里已经花
掉了 6 万元，再也拿不出钱给李五有治
病了。夫妻俩东拼西凑，借遍亲朋好友，才
勉强把李五有送进了医院。令他们放心不
下的是正在读小学的两个孩子，谁来照顾
他们的衣食起居？谁又能够负担他们的学
费、生活费？

躺在病床上，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
李五有和莫孑兑珍眼前一片迷茫。

素昧平生，近 1800 人自

发组织了一场“爱心接力”

走投无路的李五有，在入院前曾经找

到四合村委负责人李开贵诉苦。有心的李
开贵边听边记录，思考着怎么才能帮助这
对不幸的夫妻。经常上网的他想到了时下
最有效的网络众筹，于是便与几位村民商
议，是否能够通过众筹的渠道为李五有和
莫孑兑珍筹措点治疗资金，以解他们的燃眉
之急。李开贵告诉记者，通过多方打听，
他了解到网上有一个救助平台叫做“水滴
筹”，就是专门帮助类似李五有这样急需
用钱治疗的患者。 4 月 27 日，李开贵等
人将李五有夫妇的情况简单地写成文字，
配上在医院诊疗的图片发到了平台上。

“放上去以后，我们也没有抱太大期
望，就希望能够多条路子，让这对夫妇多
一线生机。”李开贵说。但出乎他意料的
是，仅过了大半天，就有不少人参与了捐
助。二塘乡机关干部张阳军是第一批参与
捐款的人。在看到李五有和莫孑兑珍的情况
介绍后，他毫不犹豫地捐出了微信钱包里
所有的钱，同时还将链接发送到自己的老
乡群、战友群等 10 多个群里。次日，捐
款金额就达到了 1 万余元。

李五有夫妇的遭遇也引来了爱心企业
的关注。 5 月 2 日上午，位于二塘乡的
桂林法德利包装公司 100 多名员工自发
地开展了“生命的接替，爱心的季节”拯
救癌症夫妇慈善捐助仪式。员工们掏出
50 元、 100 元、 200 元，争着往捐款箱
里放。陈毅娟是该企业的一名普通员工，
平常也是一位热心人。在从公司负责人汤
龙口中得知李五有夫妇的情况后，她毫不
犹豫地掏出了钱。“钱不多，就是尽一份
心意，希望善款聚少成多，帮助这对夫妇
早日走出困境。”陈毅娟说。

在捐赠仪式结束后，公司负责人汤龙
将 13797 元善款送到了正在桂林医学院
附院治疗的莫孑兑珍手中。加上网络上的筹
款，目前李五有夫妇已经得到了近 1800
位好心人的捐助，共计 59675 元。

5 月 2 日，二塘乡党委、政府也为李
五有夫妇捐出了 3 万元的医疗救助款，
同时将其纳入了低保对象名单中。乡卫生
院正在积极与相关医疗机构协商，将李五
有夫妇列为大病救治对象。

截至发稿前，记者点击“水滴筹”
平台进入李五有夫妇的求助链接发现，
爱心款仍在不断增加。来自社会各界的
善意如同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许许多多
不相识的人纷纷解囊，或者转发到自己
的朋友圈。5 月 2 日晚，求助链接的推文
已经得到了 787 次转发。还有网友在推
文下留言，为李五有夫妇加油鼓劲。“新
的一天，新的开始，希望你们早日康复。”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加油，大家都捐
点，很快就能帮助他们筹够钱了！”“为了
家人，你们要好好活下去！”……一条条
暖心的留言，让李五有和莫孑兑珍眼里湿
湿的，心里暖暖的。

“目前距离 30 多万的医疗费用还
差不少。但我们已经感到知足，也感到
自己是不幸中的幸运儿。我打心里感谢
党、感谢政府，感谢这些素昧平生的好
心人。是你们为我们续命，我们一定要
坚强地活下去！”在采访结束前，莫孑兑
珍认真地说。

最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桂林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蒲庆锋 潘志祥 文/
摄）“五一”假期第一天——— 4 月 29 日上午，在龙胜各族
自治县龙脊镇中禄村举办的古树茶文化节上，当地瑶族群众
在生态茶园唱起采茶歌，跳起采茶舞，演绎千年古树茶文
化，载歌载舞欢庆“古树茶节”。古树茶文化活动吸引了众
多国内外茶文化爱好者和游客前来参与体验。

中禄村位于龙脊梯田景区的大山深处，近两年来随着道
路的修通，如何发展项目脱贫致富摆在了村民面前。通过调
研，决定在大力保护古茶树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茶叶种植。

龙胜优越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气候造就了古树茶的优良
品质，有代表性的龙脊茶获得了国家地方农产品地理标志认
证；清乾隆年间，龙脊茶曾为官府贡茶，系中国 28 大名茶
之一，在中国茶学辞典中有一席之地。近年来，龙胜不断加
大对古茶树的保护和开发力度，充分挖掘其科学、历史、文
化和产业价值，着力打造古树茶品牌，推进茶叶产业快速健
康发展，让更多群众通过发展古树茶产业实现增收致富。如
今全县有古茶树 5 万多株，分布在海拔 800 — 1100 米的原
始森林和次生林中。

当天的“古树茶节”上，通过实景演出《古碑传奇》再现清
朝乾隆 57 年龙脊村民潘天红上桂林府为民情愿的情景，讲
述了龙脊茶种植的悠久历史和曲折历程；利用杠杆采茶的瑶
妹，展现了山区采茶人的艰辛；而烹制春茶的少女现场展示了
茶艺，别有一番风味。村民们通过多姿多彩的节目，展现了龙
脊茶种植过程，也展示了村民努力脱贫的决心。

龙胜：“古树茶节”

载歌载舞助脱贫
近1800位好心人为素昧平生的

村民发起“爱心接力”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万娟)为纪念“五四运动” 99
周年， 5 月 3 日上午，广西公安边防总队桂林边防检查站
组织全体青年团员官兵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开展
“访先烈足迹，感烈火青春，扬五四精神”主题团日活动。

活动中，官兵们跟随着讲解员的步伐，聆听了一个个抗日
英雄的故事，一步步了解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战士在桂
林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抵抗日寇侵略的英勇革命历程。面对
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官兵们仿佛回到了战火弥漫的战场。

最后，官兵们在纪念碑前举行了庄严的重温入团誓词仪
式。

孩子因病休学 老师送教上门

导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象山区二塘乡佛殿村的村民莫孑兑珍近一年来对这句话有了深切体

会。在不幸被查出患右侧腮腺癌后，她的丈夫李五有也罹患胸中段食管中分化鳞癌晚期。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这

个经济基础单薄的家庭摇摇欲坠。 4 月 27 日，村民们自发在爱心救助平台上为夫妻俩发起了众筹。爱心企业、二

塘乡党委、政府也加入其中。短短 6 天时间，近 1800 位未曾谋面的好心人纷纷解囊，与死神展开一场拉力赛。目

前通过平台和现场捐助，共为夫妻俩筹措到 8 万元善款。

纪念“五四运动”

桂林边检站开展
主题团日活动

▲中禄村的“古树茶节”上，当地瑶族群众在
生态茶园里展示“飞天采茶”。

▲中禄村“古树茶节”上，瑶族群众在表演采
茶舞。

▲两名老师正在江路组给
潘荣健上课。

▲小学老师分成 4 个组，轮流送教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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