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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宁武）在全国第 29 个助残日
来临之际，近日，东江街道猫儿山社区结合今年助残日“助残
与自强，扶助共进”的主题，在电科院小广场开展活动。

在活动现场，夕阳红老年艺术团进行了舞蹈和老年健身
操表演。志愿者开展免费义诊、免费理发、残疾人优惠政策咨
询等服务活动，一些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属积极参与，气氛热
烈。猫儿山社区负责人介绍，通过开展助残日活动，提高了
普通居民的助残意识，也让残疾人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关心
和温暖。

猫儿山社区开展

助残日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郑丹)记者从桂林海关获悉，
5 月 13 日，桂林海关关员在监管从马来西亚入境的航班
时，从一名旅客的随身携带物品中查获疑似象牙手镯 1 件，
重约 21 克。现场关员按相关规定进行了处理。这是自今年
海关开展打击象牙等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走私专项行动
以来，桂林机场口岸查获的第一起旅客携带疑似象牙制品入
境事件。

据桂林海关介绍，象牙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CITES)附录Ⅰ物种。我国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
全面禁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任何象牙及其制
品不得带入我国境内，成为全球打击象牙非法贸易措施最严
厉的国家。不过仍然有一些人抱有侥幸心理，或者轻信境外
商贩象牙可以带入境内的承诺，将象牙制品作为一般物品，
通过随身行李夹带等方式携带入境。

桂林海关提醒：任何方式携带象牙及其制品入境都是严
厉禁止的，一旦被海关查获，将面临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
责任。请广大旅客出境游时务必了解相关法律，以免给自己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桂林海关查获首例

旅客携带疑似象牙制品

入境事件

 5 月 15 日
上午，位于芳香路
24 号的残疾人龚
家庸家里来了一群
特殊的客人，他们
是东江街道办、花
园社区和东江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工
作人员。在全国助
残日来临之际，他
们通过上门义诊、
理疗、慰问等方式，
走访了辖区 10 户
残疾人家庭，给他
们送去关爱。

图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护人员
在为龚家庸做理疗。

记者陈静 摄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

崔译文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 8 刀扎了
个洞。

这位在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读大一的女生
本来觉得自己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
生”。她开了微博账号分享生活，粉丝只有
不到 50 个人，“基本上都是同学”。从小
到大，和朋友在一起，她给自己的定位总是
保护别人。就连玩游戏最常打的位置也是
“辅助”，那是一个“不是最重要也不是最
厉害，默默无闻帮助别人的角色”。

但是 3 月 10 日晚上 9 点多，在桂林电
子科技大学花江校区，刚下晚自习准备回宿
舍的崔译文突然就遇到了那把刀。

崔译文还记得，那时她正戴着耳机，一
边听歌一边和朋友聊天，这本是个轻松惬意
的夜晚。身边一个同院女生猛烈的撞击把她
拉回了现实。

“有人在后面！”她只听到对方扯嗓子
喊了一句。

一转头，崔译文就看到一个男人直向她
们冲来。几乎是下意识地，她一把推开身边的
女同学，大喊了一声“跑”。可话音未落，歹徒
的刀就扎进了她的身体，拔出后又补了一刀。

她停在了原地，伸出手捂住伤口。可向
前跑的女同学突然回头，速度慢下来，被紧
紧跟随的歹徒抓住了。

撕心裂肺的“救命”声划破夜空，打散
了原本身边稀稀落落的人群，离女同学最近
的只有受伤的崔译文了。

“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歹徒伤害，那不就
成我的噩梦了？”这个平时听到江歌案都会
害怕的女孩说，她当时根本来不及犹豫，又
冲了上去。她把女同学拉到身后，自己孤零
零抵着眼前的歹徒。

尖刀刺入又拔出，一次又一次，从胸口
到腰腹。三五分钟内，崔译文一共被扎了 8
刀。血从衣服上渗出，在她黑色的羊绒裙前
晕染出成片的印记。

这位 20 岁女孩子的胆囊破了层皮，肝
被捅穿，胸腔、腰腹、手臂各有一道深深的

口子，胸口到腹部还有一排破碎的伤痕，其
中 3 刀贯穿。她直接被推进手术室，手术
一做就是 3 个多小时。

突然而至的尖刀让这个习惯做“辅助”
的年轻人成了众人瞩目的英雄。后来，桂林市
灵川县政法委相关人员赶来，为她颁发了证
书，授予她“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
紧接着，学校的、家乡的各路人马接踵而至。
目前，她收到的证书已有 4 本。

这个默默无闻的“ 95 后”女孩，一夜
之间成了焦点。记者从当地和家乡一个个赶
来，公开的报道一篇接着一篇，她两次被推
上了微博热搜。“女大学生为同学挡 8 刀”的
话题，登上了微博话题榜头条，一共有 7 . 4
万网友参与讨论， 6 .9 亿的阅读量。

她的微博被人找到，粉丝从 50 个不到
蹭蹭蹭涨到了 9000 多，最多的时候，光私信
数量就达 3 位数。找到她的网友，有学生也
有 30 多岁的青年，“就想和她做朋友”。

“宝藏女孩被发现了。”网友说。不
过，崔译文最想做的，还是修补好这些尖刀
造成的伤痕。

她爱笑，很多事情在她看来“没什么大
不了”，崔译文戏称自己因为这件事到达了
“人生巅峰”，“跟假的一样”。她没什么
偶像包袱，“我就是个学生，不可能‘火’
了，就跑去外面到处跟人说，‘嗨，我是见
义勇为的崔译文’。”

她最习惯的还是普通的、默默无闻的生
活。 2001 年，她的父亲崔宏伟是海军某部
修理所指导员，在一次执行海上任务时，突
然发现钢缆要断裂。崔宏伟掩护战友撤离，
钢缆却把他打倒，一头栽在甲板上。他的左
大腿后侧肌腱断裂，腓总神经损伤，右小腿
粉碎性骨折，还有多处皮肉伤，被鉴定为五
级伤残。一个月里先后动了 3 次大手术，
30 多次小手术。那时候，崔译文刚满两
岁。

这个将近 20 年前发生的故事深深地藏
在他们的心底，却很少被挂在嘴边。用这个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生”的母亲胡梅筠
的话讲，他们一直是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
的家庭”。

这个“平常的家庭”远在千里之外的
宁波奉化。他们接到第一个关于女儿的电
话，是学校里辅导员打来的。因为不敢说
及真相，对方只说女儿出了车祸。

电话那头，当了 28 年兵的崔宏伟头
一次声音变得颤抖，胡梅筠则找到女儿的
同校同学，对方回话，“确实出事儿了，地上
好多血。”瞬间，胡梅筠“整个人一片空白”。

夫妻俩连夜出发。等两人抵达医院
时，崔译文已经进了 ICU 。是在医院
里，父母才确切地知道，女儿出事是因为
救人。

20 岁的女儿浑身插满了管子，就像
“一块布被扎了好多洞”，缠满了纱布。
头一次，这个活泼的女孩总是红扑扑的脸
变得“像纸一样白”。

他们当时还不知道，出事那天，歹徒
跑后崔译文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为女同学止
血。她还抽空给辅导员打了电话。冲散的
人群又重新聚集起来，有人上前把受伤的
两人分别拉到一边。

校医院的车和救护车先后到了。这个
习惯了“辅助”的女孩，再一次冲向她走
来的人群摆了摆手，“先救她吧。”直到
进了医院，女同学做完所有检查，她才开
始接受诊治。医生发现，其实她伤得更
重，如果再晚点儿，很可能会内出血。

在病房外，一直被别人看做是硬汉的
父亲哭了，母亲的心也揪到了嗓子眼儿。

十几年前，崔宏伟躺在床上的时候，
母亲胡梅筠每天“像上了发条”，帮丈夫
抬腿、揉捏、热敷。肌腱断裂后遗症显
现，他的腿不自觉上翘，胡梅筠为他压
腿，用中药给他泡脚，背他去做中医推
拿。后来，崔宏伟终于能走路了，可坐久
了、走久了，就得停下来歇一歇。

如今，她又承担起照顾崔译文的任
务。

崔译文和母亲一起住进了学校安排的
新宿舍。出院后，两人一直睡在一起，很
多个夜晚，她会下意识地往母亲的怀里
钻。

出院一个多月后，崔译文已经可以正
常走路，只是走得快时，会有种“像得了
哮喘”的感觉。她跟着班级同学一起上体
育课，每周打一回乒乓球。习惯性地，没
握球拍的另一只手会捂住小腹，时间长了
就要停下来坐一会儿。

她恢复了一贯的开朗，找回了最熟悉
的那种“肆无忌惮的大笑”，越来越少地
想起那天。除了每天三遍的伤口涂药时
间，基本不会再感知到那种“隐隐撕扯的
痛”。

记者问她觉不觉得自己是英雄？她否
认了。也有人问她遇上这类事情的建议，

可她给出了跟自己的行为截然相反的回
答，“安全第一”。

“你可以先把周围能叫的人一起叫过
来，人多力量大不是吗？别跟我一样就知道
冲。”只需要打几个字，这句话就会从她的
输入法里一跃而出。可说起如果再碰上这
种事儿，这个女孩想也没想，“当然还会
去。”

如今，歹徒已被缉拿归案，但崔译文
并不确切地知道这起纠纷的具体起因。
“我们俩都活着，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她轻描淡写地说。

红红的伤口在慢慢平复，破碎的表层
一点点地长合，私信也悄悄地减少了。如
今，崔译文日常收到的私信只有个位数。
她一个人走在校园，没有人认出她来。

她努力适应事件淡出前的片刻高光。
像她打的比喻，挡刀这事儿，也许是一本
书的高潮部分，“现在已翻过，就该迎来
美满的结局，这再正常不过了。”

在翻篇儿之前，她说自己也有一个愿
望，“希望大家记住，还是有很多乐于助
人的人，不是谁都只会站在一边拍视频或
逃跑，这个社会还是特别正的，真的。”

说到这时，崔译文再次笑了。她又做回
了那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生”，和同
学吐槽小事，偶尔也担忧自己会不会挂科。

一切看上去似乎没什么不同。和所有
“ 95 后”女孩一样，她琢磨化妆，爱自
拍，常晒穿着汉服的“九宫格”。唯独 3
月，基本 3 天就会更新一条动态的她，
在朋友圈一连留下了 17 天的空白。

最后的那条定格在出事前。那天，天气
出奇的好。下午 4 点 56 分，她拍下爱心形
状的白云，配文“一抬头都是爱你的形状”。

伤痕被隐藏在某些地方，并不为更多
的人知晓。

她本来打算考研，但这个计划也许会
被彻底搁置。出院后，她第一时间返回校
园，但离开 17 天，还是感到“有些跟不上”。
她没说，其中是不是还有身体的原因。

每天的固定时刻，她要掀起衣服，一
次次面对那道刻在身体上的伤口。那是一
道“ 7 字型”的伤疤，它从胸口一直蔓
延到了腰腹，几乎跨过这个 1 米 7 个头却
只有 90 斤的女孩的整个上半身。

最长的一条痕迹，“就像是用订书机
订过”。那是开腹手术缝合时留下的粗长
针脚，怕危险期没过还得二次开刀，医生
干脆选择了用钢丝缝合。

出院前一天，她身上的纱布被一一拆
下。站在镜子前，崔译文打量了自己半
晌，流下了几滴眼泪。

那是整个事件中，她唯一哭过的一次。
(转载自《中国青年报》）

本报讯(通讯员彭喜媛 记者张苑)为弘
扬见义勇为精神，体现我市见义勇为组织的
关怀和关心，近日，受市领导指派，市委政
法委委员、市见义勇为促进会会长沈烈新到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慰问了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崔译文，并送去慰问金。
2019 年 3 月 10 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大一女学生崔译文和同学梁宇滢在下晚自习
回宿舍的路上，梁某因谈恋爱分手，对梁宇滢
持刀进行报复。崔译文两次上前阻止梁某，结

果被梁某持刀捅伤，身中 8 刀。事发后，崔
译文和梁宇滢被送到医院治疗，犯罪嫌疑
人梁某随即被公安机关控制。经过医院治
疗，崔译文目前已痊愈回校继续学习。

当天，慰问人员亲切询问崔译文的身

体恢复情况，安慰她走出心理阴影，乐观
面对生活，对她在危险面前敢于挺身而出
保护同学，阻止歹徒行凶的行为给予了赞
扬，并嘱咐崔译文保重身体，努力学习，
还请她远在浙江的父母亲放心。

市委政法委慰问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崔译文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雷娜 段书凡） 5 月 15
日，秀峰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单位行贿案。灌阳县公安
局原主任科员谢敏杰犯单位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
个月并处罚金 100 万元，其负责的两家公司被判决犯单位
行贿罪，各处罚金 100 万元。

据了解，被告人谢敏杰之前虽任职于政府部门，但其实
他有“双重身份”，另一身份是企业老板。据法院查明，此
次涉嫌单位行贿罪的有两家公司——— 桂林市富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杰公司）和桂林富兴能源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兴公司）。这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均为谢
敏杰的妻子，但公司的经营活动均由谢敏杰负责。

2011 年，富杰公司与灌阳县政府签订协议，由该公司
开发灌阳县某项目。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为谋求
时任灌阳县某区开发建设领导小组总指挥（另案处理）的关
照，谢敏杰先后 6 次送给其人民币 60 万元和价值人民币
27 .5 万元的金条 1 根。

2014 年下半年至 2016 年底，为使富杰公司承建的灌阳
县某大厦基础工程项目新增造价，以及为富兴公司取得另外
两个项目的开发权，谢敏杰找到时任灌阳县某项目工程建设
指挥部指挥长（另案处理）帮忙，并送给其价值人民币 85 . 2
万元的 3 根金条。

2014 年至 2016 年间，谢敏杰为解决公司贷款问题，
先后向时任桂林银行灵川支行行长行贿 6 万元，向时任农
业发展银行桂林分行行长行贿折合人民币 86 万多元，向农
业发展银行全州支行行长行贿 14 万元（后来这笔钱被退
还）。这 3 名银行负责人均被另案处理。

此外，为谋求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能源局局长（另案处理）的关照，谢敏杰以富兴公司
名义于 2017 年中旬至 2018 年初，分两次送给其物品共计
价值人民币 379 万多元。

以上多次行贿折合人民币 658 万多元。
2018 年 4 月，谢敏杰因严重违纪，接受桂林市监察委

调查。之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同年 9 月，因涉嫌犯单位
行贿罪，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谢敏杰。经桂林市中级
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桂林市秀峰区法院对谢敏杰一案进行审
理。

庭审中，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富杰公司、富兴公司及公司
实际负责人、被告人谢敏杰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给予国家
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既是政府官员 又是企业老板

灌阳一原主任科员

因犯单位行贿罪领刑

鴄鹈鸟在长海社区

安家繁衍，萌翻居民

□本报通讯员王战飞 全宏瑞 文/摄

看野鸭去！这是今年长海社区居民最大的喜事。今年 3 月份，几只
鴄鹈鸟光临秀峰区长海社区。也许是这里宜居的环境让它们动了心，它们
竟然在社区的藕塘中安家落户。 4 月份产蛋孵化后，近日又生下 4 枚
蛋，让社区的居民们乐坏了。

居民韦大爷高兴地说：“这说明我们长海社区环境好啊！早几天有
20 多个摄影爱好者来拍野鸭(鴄鹈鸟)。”社区陈书记逢人就把手机中居
民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放给大家看，还自豪地说：“现在的长海真正是山青
水绿地干净，野鸭都来这里产蛋生仔，一窝接一窝。”

近几年来，秀峰区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加大环境综合整治的同时，特别
注重桃花江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而今，绿荫苍翠、绿水环绕的芦笛三村
不仅是游客的天堂，更是珍希鸟类的天堂，鸳鸯、鴄鹈等鸟类纷纷在桃花
江流域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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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鴄鹈载着小鴄鹈，在长海社区的藕塘中游弋。

崔译文
是一个模样漂
亮斯文的女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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