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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健 文/摄

在灵川县灵田镇东田村委上阳村，刚满
50 岁的阳庚花每天从早忙到晚，一边揽下
了家里所有的农活，一边还要照顾残疾的哥
哥和丈夫。 2008 年丈夫在工地上摔伤致残
以后，阳庚花就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
柱”。十余年间，她不仅任劳任怨扛起了家
庭的重任，而且还通过一件件“小事”，让
家人过上了简单而“幸福”的生活。最终，
她也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实现了脱贫，而且对
未来充满了希望。

家庭突遭变故，柔弱妻子成

为家中“顶梁柱”

“其实原先我们家还算过得去，很早以
前就在村里建起了砖房。我跟我老公都是很
勤快的人，那时候想着，只要一直勤勤恳恳
做下去，这辈子都会过得很舒坦。”近日，
记者来到上阳村，见到了正在忙着照顾小鸭
苗的阳庚花，虽然已经过了 50 岁生日，但
她仍然觉得自己很年轻。阳庚花告诉记者，
这和她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候儿子女儿要上学，家里有两位
经常生病的老人要照顾，而且因为姐姐们都
嫁出去了，只有自己留在村里，所以也要照
管天生聋哑的哥哥。为了让家庭过得好一
些，我和我老公一直在外面工地上打工，收
入还算过得去，日子也过得有声有色的。”
阳庚花回忆，就在 2008 年，丈夫阳香平在
施工过程中不小心从脚手架上跌落以后，家
里的情况就完全变了。

“他出事以后，我们连忙把他送往医院
去做手术，医生告诉我们，他伤到了脊椎，
以后可能都不能再走路了。听到这个消息以
后，我当时就感觉天塌了下来。”阳庚花
说，但是她不敢在丈夫面前表露，害怕加重
他的心理负担。

阳庚花告诉记者，做完手术以后，丈夫
的病情并没有得到好转，经常会半夜发高
烧，前前后后住了十几次院。阳庚花回忆
说，因为丈夫病情不稳定，她在医院附近的
一个小宾馆里找了份打扫卫生的工作，每个
月有 400 多元的收入。为了节省开支，夫
妻俩就住在宾馆的楼梯间，房间没有窗户，
也没有卫生间，只能放得下一张床。

“宾馆能给我们的条件也就这样了，要
做饭的时候，我就把锅和灶搬到走廊去，做
完饭还要收回房间里。”阳庚花说，自己虽然
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但每个月的收入实在不
够家庭的开支。所以丈夫病情平稳以后，她就
考虑回到农村种点田地，一方面可以和全家
人在一起，另一方面也能节省不少生活开支。

阳庚花告诉记者，后来她也想明白了，
只有她积极乐观了，家里人才会开朗。所以
最后决定回村里以后，她的心情反而变得轻
松了许多。

生活变得清贫，但坚持做好

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

“虽然我们一直在外面打工，可是种田

的本领是不会忘记的。回到村里安顿好家
人以后，我就种了几亩水稻和一些小菜。
后来政府的干部到我们家来，给我老公办
理了残疾证和低保。”阳庚花说，起码知
道家人不会挨饿，她就稍微安心一点了。

“每天看到她忙里忙外，既要种田还
要照顾家里，我就觉得很心痛。再加上当
时我们最小的孩子才 6 岁，我也为她着
急。”阳香平说，虽然自己的病情不再复
发，但由于下肢不能动弹，连翻身都做不
到，更别说帮上什么忙了，就连后来老人
去世，都是由她一个人操劳。

阳香平告诉记者，当时家庭压力全在
妻子身上，但是从来没有听到她抱怨过一
句，反而经常需要她来安慰自己。大儿子
也在读完初中以后跟村里人一起外出打
工，两个女儿上学的费用几乎由他一个人
供应。

“我每天都要回来给我老公换尿布和
翻身，所以去不了太远的地方。偶尔村子
里有活儿干，我也去给别人打工，摘点柑
橘或者干点别的活儿，一天有几十元的收
入。”阳庚花说，但是村里的活儿并不
多，所以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家的田地
里，此外，还养了几只鸡鸭。

“当时一家人只有在女儿放假回来才
杀一只鸡吃，除了鸡肉以外，全年都没有
别的肉吃。所以无论粮食怎么不够，我都
要坚持养一些鸡鸭留给家人。”阳庚花
说，虽然这样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贫，但是
家里人总还可以偶尔感受一下“幸福”的
滋味儿。

“我每天都会把家里仔仔细细打扫干
净，然后才下地干活。对别人来说这也许
是小事，但对我来说，生活在干干净净的
房间里可以让我的家人心情变得更好。”
阳庚花说，她除了要照顾丈夫，家里还有
依赖自己的哥哥，所以在生活中她格外仔

细去让他们感受到舒适。
“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的想法变得

很简单，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不觉得
苦。”采访中，阳庚花始终带着笑容。她
告诉记者，把生活中每一件小事都做好，
让她觉得很有“安全感”，她也相信，只
有如此，才能带给家人相同的感觉。

一步一步发展产业，日子

“重回”正轨

“之前给村里人摘柑橘的时候，其实
我也想过搞点种植，但因为没有技术，所
以也就放弃了。”阳庚花告诉记者，虽然

她尽力维持，但家里的日子其实并没有真
正过得好起来， 2015 年，她家被评定为
贫困户。

记者采访当天，正逢东田村委第一书
记张巍在阳庚花家走访。张巍告诉记者，
阳庚花的事迹在村里传得很广，他了解到
她家的情况以后也十分感慨。

“我了解到阳大姐有种植柑橘的愿望
后，就带她到镇里参加过几次柑橘种植培
训，而且还鼓励她多养一些鸡鸭。为了解
决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问题，我们给她
家申请了产业奖补。”张巍介绍说，对阳
庚花的帮扶工作“格外”好做，只要告诉
她如何去做以后，她会用上所有的心思。

“学到一些种植技术，我除了留下 8
分田种粮食，把家里另外 3 亩田全部种
上了柑橘，而且在柑橘苗间隙里种了玉
米，预备用来饲养鸡鸭。”阳庚花说，她的尝
试效果非常好，当年养了 3 批鸡鸭，共有
100 多只，平均卖到了 150 元一只。

家里有了收入以后，阳庚花的“坚守”
也变得更容易了一些。2018 年，小女儿从
卫校毕业以后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加
上养殖赚来的钱，阳庚花一家实现了脱贫。

“帮扶干部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了
我一种鼓励，以前只是想一想的事情变成
了真的，越是经历这样的事情，人的精神
就会越好。”阳庚花说，从那以后，她经
常会看一些养殖书籍，也积极参加种植技
术培训。

在阳庚花家的院子外，记者看到 30
多只小鸭子正围着她打转，也为院里院外
平添了几分活泼的气氛。

“我目前就打算一批养 30 只鸭子，
小心仔细把它们养好，等将来有足够的场
地和粮食，我还打算养更多呢！”阳庚花
笑着说，今年自家柑橘就能挂果，她盼望
着迎来又一个丰收。

阳庚花：任劳任怨十余载，
精心呵护“多故”家庭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李燕)“赶紧打电话报
警，你们不要乱动，救援人员很快就来了。” 5 月
13 日，东江街道羊角山社区联合七星区应急管理局
在羊角山小区举办了一场生动的山体滑坡应急救援演
练。消防、卫生、救援等相关部门人员、社区工作人
员及辖区居民 80 余人参加了此次演练。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演练分为“险情报告”
“启动预案”“救援疏散”“险情解除” 4 个过
程——— 因连续降雨，小区发生山体滑坡地质灾害， 2
名人员遇险。社区巡逻人员发现险情后立即发出预警

信号，应急指挥部接到险情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消防、卫生、救援等专业抢险力量迅速赶到
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帮助群众及时撤离到临时安置
点避难并对伤员进行抢救。演练中抢险救援人员各
司其职，协调到位，救援有序，快速有序将居民全
部安全转移，并成功营救出 2 名伤员，没有发生
次生灾害。过程中，蓝天救援队专业救援人员向现
场居民讲解了伤员救护知识，现场居民受益匪浅。

蓝天救援队和医护人员对“伤员”进行简单
的包扎。 记者陈静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静 文/摄)日前，秀峰街道东华社区联合东
华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市中华小学的孩子们开展安全公益课堂活
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群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来自辖区的
100 多位学生和家长参加了此次活动。

课堂上，医护人员讲解如何救助溺水者和溺水后如何自救等
安全知识，随后，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让家长与孩子
们通过观看对假人进行心肺复苏的操作来掌握救援溺水人员的具
体步骤。“这个活动很有意义，能让我和孩子学到救命的技
能。” 35 岁的戴先生带着女儿一起报名参加了这次活动，感到
很有收获。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李亚娟)消费
者预付购买了 10 张饮用水票，只用了 1
张，就想要退票；商家只同意以一半的价格
退费，由此引发纠纷。近日，秀峰区市场监
管局调解了这起纠纷。

市民韦先生经营着一家小门店，今年 4
月，他以门店的名义向秀峰区信义路一家桶
装饮用水销售站以每桶 12 元的价格购买了
10 张饮用水票。可是没多久，他所在的门
店面临撤店，而原先预付的水票还剩下 9

张未用。于是，韦先生向销售站提出，将
剩余的水票退掉。听说韦先生要退票，水
站的工作人员犹豫再三后，只同意以一张
6 元的费用回收水票。对此，韦先生认为
不合理。双方协商未果，韦先生向市场监
管部门投诉寻求解决。

接到投诉后，秀峰区丽君市场监督管
理所工作人员对双方进行调解。在组织调
解中，工作人员表示，桶装水的水票是消
费者购买桶装水预付式消费的凭证，是顾

客和水站之间的一种合同凭证，依据《合
同法》《消法》等相关规定，水站是以预
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消费者实际购买桶装
水只是购买了水票，但该公司尚未提供商
品，消费者自身原因不再履行合约，水站
可在扣除合理成本后，退还消费者水票费
用。但韦先生不同意以一半的价格退票。
针对退票价格问题，工作人员分别与双方
进行耐心细致的沟通。最终，水站负责人
同意以 10 元每张退还给韦先生 90 元，

对此消费者无异议。
近段时间，因为商家关门撤店，而之

前消费者未用完的预付消费金如何解决成
了普遍的问题。在此，市场监管部门提
醒：广大消费者选择预付式消费一定要谨
慎，不要一次性交纳过高的预付金。在交
纳预付金前，一定要与商家签订书面合
同，合同中尽可能详细约定双方违约的处
理办法。此外，消费者一定要保管好预付
款的相关凭证，以便更好维权。

预付水票只能“半价”退 商家消费者起纠纷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沈勇)位于桃花江沿线的一段休闲
绿道，是附近居民休闲、锻炼的好去处。 4 月中旬以来，该绿
道接连出现线缆被盗的案件，导致照明系统瘫痪，影响居民夜间
出行。接警后，秀峰公安分局民警迅速出击， 36 小时内抓获嫌
疑人林某。

4 月 24 日下午 4 时许，秀峰公安分局接到报警，获悉桃花
湾旅游休闲绿道登山步道段发生电线电缆被盗案件。民警现场勘
查发现，这次损失不算大，案值只有 3000 元左右。可案发后，
绿道登山段全部断电，沿途照明路灯黑了，给群众、游客带来很
大不便。秀峰分局立即组成专案组展开调查，一个总在案发时间
出现在附近、骑着“小黄车”的男子进入警方视线。 4 月 26 日
凌晨，专案组民警根据掌握的信息，在桃江路一栋废弃烂尾楼抓
获了嫌疑人林某，并缴获作案工具一批。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林某今年 38 岁，有多次盗窃前科。据林
某交代，4 月 23 日凌晨 1 时许，他在桃花湾旅游休闲绿道盗窃沿
途路灯的电缆，4 月 14 日他用同样手法在该绿道的另一处也作案
一起。林某交代盗窃得手后，将铜线拿到桃江路一废旧收购站卖
掉，非法获利数百元。之后，民警又将销赃嫌疑人朱某抓获。

目前，林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朱某被治安处
罚，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休闲绿道电缆被盗

警方 36 小时破案

防溺水安全课堂

让孩子们学习救命的技能

社区“发生山体滑坡”

居民体验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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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与孩子们观看医护人员示范心肺复苏的模拟操作。

▲如今，张巍还会经常到阳庚花的柑
橘地里为她讲解一些种植知识。

▲为了今年柑橘能够丰收，阳庚花每
天都会仔细照料柑橘树。 ▲阳庚花告诉记者，如今照顾小鸭子对自己来说成为了一种“享受”。

男扮女装网上求“艳遇”

半年骗得 5 万获刑 3 年多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李汝欢)年轻小伙陆某喜欢网络交

友，他曾经被一男子冒充女性以恋爱为名骗走了 4000 多元钱。
被骗后，陆某没有选择报警，反倒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既
然别人能冒充女性骗自己的钱，那么自己也可以冒充女性去骗别
人，好“弥补”一下损失。这一“歪念”让他不仅没有达到目
的，反而获刑 3 年多。

5 月 11 日，兴安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通过远程系统宣判一
起诈骗案，陆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3 个月，处罚金
人民币 2 万元，并被责令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5 万多元。

法庭上，面对法官的询问，陆某对自己男扮女装实施网络诈
骗的原因直言不讳。只因他自己曾经是“受害者”，陆某为“挽
回损失”竟如法炮制，把矛头指向了其他无辜的人。 2019 年 6
月，陆某在网上制作了假的身份证，并找了许多女性的照片，为
自己的微信号作伪装。随后，他以“美女”的身份在网上广交朋友。
一位男子对他多次表达钦慕之心，于是陆某见机行事，慢慢与这名
男子发展成了“恋爱关系”。之后，陆某以还债、家人生病等理由，请
求对方给自己发微信红包和微信转账，半年间共骗取人民币 5
万余元。这名“痴情男子”刚开始并未察觉有异常，直到有一天
怎么也无法联系上“女友”时，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男子报警
后，警方通过男子提供的微信号和相关线索将陆某抓获归案。

当天，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陆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
事实，隐瞒真相，多次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诈骗罪，于是作出上述判决。

如今，以网络交友为名实施诈骗已不再是新鲜伎俩，但却有
人屡屡被骗。为此，法官再次提醒：网络是虚拟之地，也是多事
之地，你自诩为网络上的“多情种子”，其实别人只是盯上了你
的钱包袋子。网络交友有风险，切莫赔了感情又丢钱！

秀峰城管大队开展

夜市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蒋菲迪)随着夏季到来，夜市生意

也开始火爆。为了给居民群众创造一个文明、洁净、舒适的生活
环境，秀峰城管大队组织执法队员开展夜市专项整治行动，重点
整治占道经营、油烟噪音扰民等不良经营行为。

5 月 12 日晚，秀峰城管大队夜市整治队伍共出动 10 名执法
队员，对辖区重要路段进行排查。当巡查至漓滨路时，虽已过
23 点，但店家的生意依然火爆，门口摆了四五张桌子，喝酒猜拳
声此起彼伏，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居住环境。秀峰城管大队执法队
员依法对店家在店外经营烧烤的行为进行查处，并督促店家自觉
遵守桂林市市容管理条例，做好门前三包管理工作。夜市整治工作
从晚 10 点一直延续至次日凌晨，共暂扣三轮车一辆、烤炉一
个、桌子 11 张、板凳 36 张，夜市摊点占道整治初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