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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人物

□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李纯洁 文/摄

一个盲人的人生底色，是无止境的
黑，还是绚烂的彩色？

兴安县崔家乡上塘村委石埠村村民文
教书，一出生便双目失明，但他没有自怨自
艾，更没有放弃希望，在逆境里扬帆，犁
田、割稻、养猪、喂牛样样都是好把式，还
承包了 400 多亩撂荒的农田，带领贫困村
民奔向致富路，在逆境中活出了别样风采。

近日，文教书获评 2018 年“广西残疾
人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荣誉称号，而他也是
我市唯一获此项荣誉的个人。

逆境扬帆，他是远近闻名的

种粮大户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泰
戈尔的这句诗，与 50 岁文教书的小半生惊
人地契合。自打出生起，文教书就患上了先
天性眼疾，双眼视力几乎为零。由于家中兄
弟姐妹多，父母也无法给他太多的照顾，文
教书早早便学会了自立，甚至还帮父母做起
了家务。尽管眼睛看不到，但他靠着双手双
脚不断试探，逐步掌握了要领。打猪草、煮
猪食、喂猪，都不在话下。后来，兄弟姐妹
们相继成家，文教书也开始自谋生路。为了
糊口，他先后开过小卖场，还下到田里摸田
螺，到山里抓青蛙卖。

2005 年的一天，文教书在田里摸田螺
时，双手触到了长满野草的田，心里一下就
难受了起来。“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务工
了，剩下老人和没有劳动力的人，这好好的
田也就逐渐抛荒了，真可惜。”文教书暗暗
下了决心，要包田来种，让田地回归田地。

当年，他便承包了 8 亩荒田试试手，没想
到收成还不错。 2006 年，文教书又包了
30 亩田。 2014 年，文教书不仅把本村的
荒田种满了水稻，还跑到邻村种起了田，种
植规模达到 380 亩。

“这一片都是上个月插的秧，总共有
80 余亩，前两天刚施了肥料，喷了农药。
明后几天还要种一批，大概 60 亩……”顺
着文教书手指的方向，绿油油的稻田在夏日
的风中微微摇曳，长势喜人。多年的种植经
验，让文教书练就了“敲田看水，摸苗知
虫”的绝活。插秧、施肥、杀虫、割禾，他
也样样在行。除了种粮，文教书还广拓致富
门路，租了上塘村主干道边上的一个门店专
门用于销售自家产出的大米。

“ 2018 年我种了将近 400 亩田，按每
亩产量 1200 斤来算，年产量达 50 多万
斤。除了批发给收购商，我自己还搞点零
售，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周边村民就近购买，

另一方面为了打响自己的‘品牌’。”文
教书说，由于在选种、播种时间、杀虫施
肥等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把控，种出来的
稻米香糯可口，回购率也越来越高，好多

人都找上门来购买。去年，文教书全年收
入达到了 65 万元。

田没有丢荒，盲眼的人生也没有丢荒。
“文教书真是‘奇人’！”村民们但凡说起
文教书，都钦佩地竖起大拇指。

反哺社会，他是四邻八乡致

富带头人

今年，文教书的种植面积达到了 400
多亩。一个盲人是如何打理 400 余亩田地
的？文教书说，除了自己动手外，他还聘请了
本村和邻村的村民前来帮忙。因为看不见，文
教书练就了“过耳不忘”的本领，早就将这些
村民的联系方式记得滚瓜烂熟。农忙时节，文
教书只需要在手机上按下这些村民的电话号
码，一下就能召集到足够的人手。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村民中，有一部
分是贫困户。文教书吃过很多苦，也特别能
够体谅挣扎在生存线上的那份焦虑。因此，
文教书热情地邀请这些贫困户到他的田地里
做帮工，让他们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实现就近
就业，增加收入。

文德甫是石埠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他
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家庭生活困难，一家大
小主要靠自家几亩田地和他的妻子蒋秀琼打
点零散工来维持基本生活。前两年，文德甫

被确诊患有尿毒症，每周要做两次透析，
需要花费大量的治疗费用，这对于一个困
难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文教书在得
知这一情况后，主动提出以 500 元每亩
的价格承包文德甫家的 3 亩田，另外还长
期聘请蒋秀琼作为“员工”，种田、杀虫、晒
稻谷、帮忙记账等，除此之外还额外给她一
些钱作为“家庭补助金”，每年支付共计
1 . 2 万余元工钱。或许对于一个正常家庭
来说，这点钱不值一提，但是对于文德甫一
家来说却是雪中送炭。如今，文德甫家里也
建起了小平房，虽然没有怎么装修，但也
能够遮风挡雨，温馨和谐。

石埠村的另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文秀
云也是文教书长期聘请的帮工。由于丈夫
文德瑜脚患有疾病造成行动不便，文秀云
在文教书处获得的劳务费便成为了家庭的
主要收入来源。几年来，他们一家的生活
得到逐步改善，也住进了小平房。

“农忙的时候每天会请 100 多人来
帮忙做事，除了本村在家务农的人，还请
了蛮多邻村的过来帮忙。今后也会去多了
解一下邻村的情况，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
就业机会给那些家庭困难的人。”文教书
说。而记者了解到，光是去年一年，文教书
给帮工们发放的工资就超过了 12 万元。

一位盲人，不仅不等不靠自力更生，
还反哺社会成了致富带头人的事迹，传遍
了四里八乡，也传到了自治区。 2018
年，文教书被评为广西残疾人脱贫攻坚先
进典型，还在自治区残联的组织下，作为
残疾人宣讲团成员，赴南宁、百色、河池
等地做巡回报告会。而文教书也是我市唯
一获此项荣誉的个人。

对于文教书这样的人而言，无边的黑
暗并不能够将他击败。有梦想的人，心头
都敞亮。

为了适应高速
公路撤销省际收费站
等改革，更好地服务
广大车主，6月 24日，
农行桂林分行召开
ETC 工作推进专题会
议，要求立即推进，制
定激励措施，并加大
宣传力度，公私联动，
不等不靠主动出击，
力争完成工作任务。

该行还提出要坚决贯
彻上级行关于加大优
惠力度的部署，为市
民提供优质服务。

通讯员伍文悄 摄

农行桂林分行大力推进 ETC 服务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范玉萍）近日，荔浦
农合行根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计划安排，组织全辖中层正、副
职及全体党员在大发电影院观看以黄大年
同志为原型的故事片《黄大年》。

影片真实再现了著名战略科学家、时
代楷模、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同志可歌可
泣、可钦可敬的一生，他舍小家，顾大
家，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他把个人梦
想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壮阔篇章之中，他至高至上的爱国情怀
深深地感染和震撼着每一位观众。

荔浦农合行党委号召全体党员，以
观影活动为契机，将所思所感与“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以
黄大年同志为镜，树立正确价值导向，
热爱岗位、尽职尽责，勇于担当，甘于
奉献，砥砺前行，为推进该行高质量发
展贡献出更大力量。

致敬时代楷模 争做新时代出彩农合人

荔浦农合行

主题党日观影《黄大年》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蒋淞宇）前
不久，兴安的张老板遭遇了这么一出无妄之
灾：他只是在一旁看了一下热闹，就惹一通
无端的殴打，他的小车、经营店铺的大门也
被损坏。日前，这伙持刀威胁损坏他人财物
的嚣张男子被兴安警方抓获并批捕。

事情得从 1 月 21 日说起。当天，家住兴
安县溶江的谭某与朋友聚餐喝了不少酒，在
回家途中路边停着一辆小车，谭某认为小车
挡了他的道，借着酒兴破口大骂。车主蒋某与
朋友张某等人忍不住与谭某发生了争执。争
吵过程中，谭某居然解开裤子，对着蒋某、张
某方向撒尿，还将两人的鞋子溅湿。忍无可忍
的蒋某与张某冲上前将谭某打伤。围观的张

老板见谭某喝了酒，也没敢上前劝阻，整个过
程中只是在一旁观望，没有参与。

见两方冲突越发激烈，周边群众赶紧报
了警。溶江派出所迅速出警，控制了双方当
事人，在了解情况过程中，民警警告双方当
事人，在调查结果出来前，双方都应冷静下
来，好好配合，不可借此再生事端。

可被打了的谭某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就
在事发后的第三天（ 1 月 23 日），纠集黄

某、张某、廖某等人，携带刀具，准备“报
仇雪恨”。因为没有找到蒋某、张某，这伙
人竟把“报仇”的对象选择为当时在旁边看
热闹的张老板。

23 日晚上 9 点多，谭某、黄某等人手
持管制刀具来到张老板经营的店铺，用语言
威胁辱骂并殴打张老板，随后还将张老板的
小车车门与经营店铺的大门砸坏。在此过程
中，张老板身上多处受伤，店铺受损，造成

了一定经济损失。兴安警方认为，谭某等
人的行为在当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案件性质属于涉黑恶类案件。

事后，张老板选择了报警。民警立即对
此案展开侦查，并锁定了谭某、黄某、张某
等人。黄某、张某等人被迅速抓获。而谭某
在案发后去往广东打工，一直杳无音讯。在
核实相关证据后，办案民警将谭某列为网
上在逃人员。2019 年 4 月，谭某在广东深
圳落网，随后被兴安警方接回。

目前，谭某、黄某、张某等人因涉嫌
寻衅滋事，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另一
边，殴打谭某的蒋某、张某也被公安机关
处以行政处罚。

市民小唐提问：
我是一名中学生，将要面临期末考试。最近我比较紧

张，也睡不好，总是担心自己考不好。虽然我平时的成绩不
错，但我还是忍不住地担心万一我没考好怎么办，这让我感
到非常紧张。我自己也知道紧张不好，但又控制不住，我要
怎么办？

桂林市心理医院、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咨询师刘
训：到了高中，每次大考对于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重
要的事情，我们会感觉到紧张是很正常的。所以，当我们紧
张的时候不必要求自己克服紧张，而是提醒自己适度的紧张
是正常的，也是很普遍的，同学们都会有，因为我们都想取
得好成绩。

考前紧张的原因或许有很多：可能是我们对考试有很高
的期望；或许是我们对自己不够自信，担心自己考不好；或
许是因为临近考试感受到了紧张的氛围，等等。对于紧张的
情绪，我们需要判断它对我们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影响中
哪些是对我们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我们需要调整的是对
我们不利的影响。

对于考前的焦虑以及睡眠不好等现象，我们可以尝试一
些心理调节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入睡和集
中注意力。比如：呼吸放松训练、正面冥想训练和积极自我
暗示等方法都是可行的。通过放松调节的方法，一方面增加
我们的自信，集中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焦虑，缓解
睡眠问题。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心理咨询、药物辅助等办
法来调节紧张的情绪。

（记者张苑 整理）

本栏目由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桂林市

精神卫生中心、桂林市心理医院、桂林

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协办

心理咨询电话：0773-2320697

怎么处理考试临近

带来的压力？

扫黑除恶 进行时

不顾公安机关警告 “复仇”伤害无辜

兴安这伙嚣张男子涉黑恶被批捕

他，不仅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还反哺社会做致富带头人

盲人文教书成了自治区脱贫攻坚先进典型

▲文教书正在田间查探水稻长势。多年来，
他已经练就了“敲田看水，摸苗知虫”的绝活。

文教书请来的村民正在田间劳
作。在他聘请的这些村民中，有不少是
建档贫困户。

▲昔日抛荒的田地，在文教书辛勤劳作下变成了绿油油的水稻田。

（上接第一版）今年清明，年逾古稀的蒋石林带着儿
子、孙子一起来为红军烈士扫墓。蒋石林也把当年爷爷给
他讲的红军故事告诉他的孙子。“希望他们谨记红军的英
勇事迹，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蒋石林说，他的年纪也
大了，为红军扫墓这个“接力棒”是时候传给后辈们了。

蒋石林的事迹感染了许多人，除他以外，也有一些人
自发地来这里祭奠红军烈士。今年，全州县加大了红军烈
士墓葬的找寻和保护工作，这座红军烈士墓得到了更好地
修缮，蒋石林深感欣慰。

用红色文物唤起曾经的记忆

两河镇新富村“ 70 后”村民廖荣辉，对红色文化有
一种深深的情怀，如今他成了远近闻名的“红色文物搜集
大王”。

在廖荣辉家中，他站在屋内的《红军长征过全州路线
图》前，向大家介绍红军当年从他们村子经过的情形，说
完还捧出了两箱珍贵红色文物，将一张红布摊开铺在桌子
上，把箱子里的文物一件件轻轻摆放好。大刀、脸盆、枪
套、饭盒……“这些都是红军当年用过的。上个月刚刚捐
赠了 30 件文物给县文物管理所，现在就只剩下这些
了。”廖荣辉自豪地说，“这一段历史就发生在我们生活
的土地上，却被我们不少人忽略了，实在是太不应该。”
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有义务去发掘、宣扬这
段历史，更好地传播、传承红色文化。

随着对红色历史文化挖掘的深入，廖荣辉的事迹也得
到了更多人的知晓和认可。经过几年时间，他搜集到了近
200 件当地的红色文物。曾经有不少搜集家、商家等上门
出高价收购，均被他婉拒。廖荣辉说，这些文物的价值，
并非金钱能衡量，也不属于某些个人。廖荣辉坦言，最初
他搜集当地的红色文物，仅仅是为了把这些见证历史的东
西保存下来，对于这些红色文物的“归宿”，他并没有长
远的打算。但随着对当地红色历史的了解、加深，经过一
番认真的思考，他决定将红色文物捐赠给国家。

“我相信，每一个人看到这些红色文物，并通过这些
文物了解到那段悲壮的历史后，一定会深受震撼。”廖荣
辉说，这些红色文物启迪、教育大家，要不忘过去，珍惜
如今来之不易的好生活。目前，廖荣辉是该县搜集、捐赠
红色文物数量最多的个人，他的红色情怀以及为此付出的
努力，值得大家点赞。

抢救性收集整理 100 多个红军故事

此前，全州专门组织力量，沿着红军长征经过全州的
路线走村入户，进一步挖掘和收集当年红军与当地老百姓
之间的感人故事。经过一段时间的抢救性收集和整理，目
前，全州已经汇编了 100 多个红军故事。在这些事迹中，
既有“青山有幸埋忠骨”、“千祥寺突围”等红军的浴血
奋战，也有“唐德英打草鞋送红军”、“瑶胞盘桂荣送红
军过才喜界”这样的军民鱼水情深……

市红色文化旅游协会专家、全州县委党史县志办工作
人员蒋廷松说：“在民间力量的助推下，全州的红色文化
和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传承，现在还引起了上级有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下一步，全州还将加大引导民间力量征
集红色史料和搜集红色文物的力度，同时开展各种与红色
文化有关的挖掘、宣传活动。

目前，全州县红七军前委会旧址已经被列为自治区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县还计划以湘江战役遗址公园为核
心，打造两河、凤凰、安和、大西江 4 个分园区，以战场
遗址保护为重点，打造“湘桂古道红军路”和湘江两岸红
色文化精品项目，更加有效地保护、传承红色基因和长征
精神。

全州：激发全社会力量

让长征精神永续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