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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以来，为保证脱贫攻坚结对帮扶的贫困户子女
100% 上学，农行桂林分行的员工通过帮助贫困户认真落实政
府的雨露计划、劝学返校防辍学、发动党员集资捐助助学等方
式，成功帮助 40 名同学跨入大学校园。

图为农行资源县支行帮扶的同学成功被大学录取。

通讯员夏绍荣 伍文悄 文/摄

农行桂林分行：员工结对帮扶

贫困户频出“金凤凰”

□本报记者刘健 通讯员梁辉 李茂香

在恭城瑶族自治县庄埠村，今年 49 岁
的莫永红已经独自照顾中风的公婆和丈夫多
年。此前，莫永红和丈夫彭明登一直在外地
务工，两个人的收入足够一家人的生活。但
是莫永红没有想到的是，先是公婆接连中
风，之后丈夫也不幸中风，家庭逐渐陷入贫
困。在莫永红的支撑和鼓舞下，彭明登战胜
了病魔，最终夫妻俩也有了自己的种植事
业。

两位老人相继中风，小两口

顶住压力求生存

“我们是 2001 年结婚的，当时家里还
比较好过，至少家人都是健康的，我们种了
一些田，再加上出去打打工，总觉得未来应
该很美好。”近日，莫永红一边忙着家务
活，一边跟记者聊了起来。他告诉记者，当
年女儿出生后，一家人都十分高兴，与此同
时，她也和丈夫商量外出务工，争取给女儿
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我们到了来宾给人家照看果树，大概
有 50 亩，地里所有活儿都由我们夫妻俩
干，一年的收入有 17000 元左右。”在帮
助莫永红做完一些简单的家务活以后， 44
岁的彭明登跟记者聊了起来。

彭明登告诉记者， 2012 年，他的父亲
卖菜回家后就中风了，不仅失去了行动能
力，而且也讲不出话来了。

“后来我家公只能躺在床上，家里的事
情全靠家婆在维持。但是在 2013 年，家婆
也突然中风，被别人送回了家中。”莫永红
说，两位老人相继中风以后，家里的压力也
逐渐变大，除了经济上完全依靠他们以外，
而且还面临日常照顾老人的问题。

“后来我们把老人接到了来宾，一家人
挤在简易住房里。除了照顾老人以外，我们
夫妻俩没日没夜在田里干活。”彭明登说，
后来考虑到在那边生活条件太简陋，他和妻

子决定回乡找一份工作。 2015 年返乡后，
他们到阳朔福利镇的一片果园工作，两个人
加起来每月有 4000 元左右的收入。

丈夫病倒中风，平静的生活

再次被打破

“我们回来安顿好老人以后，每天要管
理 80 亩左右的果园，工作量比以前翻了一
倍。我们的工作就是给果树打药、除草以及
修剪果树和下肥等等，反正除了吃饭和睡觉
以外，每天都在田里忙着。”莫永红说，当
时虽然忙，但可以赚到一点钱来应付家里的
开支，日子过得总算没有那么“焦虑”了。

“有可能是当时干活太累了，我有一段
时间总感觉没有力气。一天从地里回来以后

就想躺下睡觉，等到半夜的时候想起床，
却发现自己动不了了。”彭明登说，在妻
子的帮助下，他想坐起来，但发现自己已
经坐立不稳。

“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心里第一感觉
就是他也中风了。后来我叫了救护车，他
在医院治疗了一天一夜，还去桂林住了
20 多天院。”采访中，莫永红说话的声
音变得哽咽，眼眶也逐渐红了起来。她告
诉记者，彭明登出院后，四肢没有了知
觉，哪怕在平路上都站不稳。

“本来两位老人就是中风，现在他也
中风了，我真的感觉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但是果园还要人管理，我就一个人管起了
80 亩果园，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出去，中
午回来给家人做饭吃，然后又要一直工作

到晚上。”莫永红说，在接下来的一年
中，她瘦了十几斤，每天都以泪洗面。这
一年，他们家被评定为贫困户。

彭明登告诉记者，在妻子的鼓励下，
他开始进行锻炼，渐渐从能走稳，到可以
帮忙做一点家务活，这其中付出的努力和
艰辛，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互相扶持自主创业，日子

越过越好

“在我老公中风后不久，政府就给我
们评了贫困户，后来扶贫干部给我们解决
了低保，而且还帮我们贷了 5 万元的贴
息贷款。当时我想，一个人再去管理 80
亩果园肯定是做不下来了，而我和老公也
有管理果树的经验和技术，就干脆用这笔
贷款来创业。”莫永红说，她和丈夫商量
过后，决定自己先小规模种植一片沙糖
桔。

“后来，我们在离家比较近的乐湾村
租了 1 2 亩地种植沙糖桔，大概种了
2000 多棵果苗，帮扶干部也给我们争取
了产业奖补。”彭明登说，有了自己的果
园以后，重活还是妻子在做，但他也可以
帮忙做一点类似除虫这样简单的活儿。而
且随着他的身体渐渐好转，家里的家务活
他也能帮着做一些。

“以前总是想着给别人打工，有了自
家的果园后，感觉就有了希望。所以我们
干起活来好细心，而且我老公也经常来帮
忙。回家后，看到他那么拼命锻炼，我也
特别感动。”莫永红说，去年，她家的果
园第一次收果就产了 8000 多斤果子，有
1 万多元的收入，算是比较好了。

“我预计今年我们的果园能收 3 万
多斤果子，无论如何也可以实现脱贫了。
而且我还计划今年再好好锻炼锻炼身体，
以后发展得更好一些，争取给家里人一个
好的生活环境。”彭明登说，最重要的
是，他期待通过自身的努力，让妻子早日
卸下重担。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李燕）日前，羊角山社区和市
广告协会的工作人员，为丁小雨、丁小云这对姐妹送上了开学
礼包，里面有大红包、文具用品、米、油、牛奶……

作为社区的低保户，两姐妹的母亲身患重病，需要长期药
物维持治疗，只能做些零工维持生计。小姐妹很懂事，不仅在
学习上刻苦努力不要母亲操心，并且承担了家中大大小小的家
务活。今年姐妹俩双双考上了高中，令母亲很是欣慰。

开学在即，羊角山社区工作人员和桂林市广告协会的叔叔
阿姨们提前准备了开学礼物，特意为两姐妹送去，并希望她们
能好好学习。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对姐妹感恩于社区对
她们的帮助，看到工作人员创城工作十分辛苦，在别的孩子尽
情享受假期的时候，她们暑期不休假，整个暑期都在社区当创
城志愿者。

据了解，羊角山社区今年发起了“爱心助学 成就梦想”
帮困助学结对活动， 7 家共建单位与 7 户困境儿童结成帮扶
对子，通过开展经济帮扶、物资帮扶、学习辅导、心理疏导、
定期走访等多项精准帮扶项目，为辖区困境儿童扶贫扶志，桂
林市广告协会和丁家姐妹就是其中的一个结对帮扶对子。走访
当天，桂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西特色作物研究院等 7 家
共建单位为结对困境儿童送去了开学礼物。

社区为困境学子

送去“开学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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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为病魔所困
“贫困”夫妻闯出一条希望之路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陈凯雄)“谢谢你，真的太感谢
了。”得知女儿被找到，市民赵女士激动不已。 9 月 9 日，
小学二年级的小丽(化名)因与妈妈斗气自己外出，幸好有热心
阿姨和民警及时出现，帮小丽找到了家人。

“警察同志，您看看，这个孩子找不到家长了。” 9 月 9
日上午 10 时许，一位在餐饮店工作的阿姨带着一个小女孩，
来到叠彩交警大队北极广场交警岗亭求助。这位阿姨称，女孩
一直在公交车站徘徊，问什么都不回答，身边也没有家人。担
心孩子出什么事，阿姨赶紧向民警求助。

值班民警曹军接待了她们，并耐心安抚小女孩。女孩一声
不吭，不愿意说起自己的家人。

曹军从孩子的随身物品中了解到，孩子是某学校学生，根
据这一信息，曹军与学校取得联系，并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女孩
的妈妈，原来女孩的家就在附近。但小女孩听说妈妈要来接自
己时，立刻表现得非常抗拒。于是曹军一边安慰小女孩，一边
抱起小女孩，打算将她送到妈妈手上。路上，曹军不停地跟小
女孩说话，化解她的抵触情绪。

曹军将女孩送到了她妈妈的手上。据了解，女孩是小学二
年级学生，当天学校组织去公园玩，她妈妈不让去，女孩赌气
一个人跑出来了。曹军再三叮嘱孩子的妈妈，要好好关心、照
看好小女孩，以免发生意外。

热心市民和交警接力

帮出走女孩找到家人

▲ 9 月 9 日下午，在第 36 个教师节来临前夕，桂林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走访慰问了警地共建单位——— 桂林中学和榕湖小学，
为教师们送去慰问品并致以节日的祝福。图为民警为老师们送上
鲜花并敬礼。

记者陈静 摄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组织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学员，参观兴安县红
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教育引导官兵重温革命前辈的苦难辉煌，继承革命
先烈遗志，弘扬革命精神，坚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图为宣誓仪式开始，
4 名礼兵将代表革命、象征光明的鲜艳党旗高高扬起。

记者陈静 通讯员陈登科 摄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记
者从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获悉，该院神经外
科团队于日前成功为帕金森综合征患者黄女
士植入无线远程可充电脑起搏器，有效缓解
了其疾病症状。据悉，黄女士也是广西首位
植入无线远程可充电脑起搏器的患者。

黄女士患有帕金森综合征已有 8 年，
曾出现轻微脑震荡，并伴有高血压、糖尿病
等疾病。 2019 年以来，黄女士自我感觉动
作越来越缓慢，行走也不稳当，甚至简单的
日常起居也让她觉得非常吃力。随后，她进
入桂医附院检查治疗，通过服用药物对症处

理。
随着时间推移，口服药物的效果越来

越差。今年以来，黄女士再次出现左侧肢
体不自主抖动等症状，她说：“吃多少药
都不管用，药效越来越短。”

黄女士只能再次来到桂医附院神经外
科就诊。 5 月底，桂医附院神经外科廖
红展博士团队为黄女士成功实施了无线远
程可充电脑起搏器植入手术。在手术中，
廖红展在黄女士的头部颅骨钻了一个小
孔，将脑起搏器的电极植入脑内，而脑起
搏器的脉冲发生器（集成有可充电电池）

则埋在锁骨皮下；再把脉冲发生器与电极
连接；手术顺利完成。经过一段时间的术
后恢复，近日，廖红展为黄女士打开了脑
起搏器，在脑起搏器的刺激下，她感觉效
果非常好，相关症状消失了，走起路来了
健步如飞。

桂医附院神经外科主任夏学巍介绍，
DBS 手术是一个对大脑无实质性损伤的
神经外科精准微创手术，它通过植入体内
的脑起搏器发放弱电脉冲，刺激脑内控制
运动的相关神经核团，抑制引起帕金森病
症状的异常脑神经信号，从而有效控制帕

金森患者的震颤、僵直、运动迟缓等症
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在过去，植入
的脑起搏器电池寿命为 7 到 10 年，然后需
要手术进行更换。而这次手术植入的无线
远程可充电脑起搏器，体积更小，重量更
轻，植入创伤小易愈合，有效减少患者的
异物感，常用参数下，最大充电间隔长达
48 天。患者可选择每天或每周充电。另
外，这个脑起搏器支持无线远程程控，患者
家中只要有网络，通过视频与医生沟通，医
院即可以通过网络远程调整起搏器相关参
数，为患者进行治疗，大大方便了患者。

广西首例 我市医院成功为患者植入

无线远程可充电脑起搏器

▲彭明登和妻子莫永红在自家果园里。 记者刘健 摄

近日，临桂金水
湾医院组织骨科、内
科、外科骨干力量来到
比较偏远的临桂黄沙瑶
族乡，联合该乡卫生院
干部职工开展义诊活
动。义诊活动现场，医
生共接诊 130 多人，
他们对前来就诊的群众
都仔细问诊，认真检
查，免费测量血压和血
糖，并根据诊断和病情
免费送出 12000 多元
治疗药品，极大地方便
了瑶乡群众看病就医，
受到乡镇群众的好评和
欢迎。活动结束后，金
水湾医院工作人员来到
到围岭贫困村开展消费
扶贫，购买了贫困村
8000 多元农副产品，
极大地激励了贫困人员
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信
心。

记者刘健
通讯员吕美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