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年 1月 24日上午 10：30在三正拍卖(桂林
信义路 5号)举行拍卖会，采用现场与网络同步联合拍卖方式按现状公开拍卖：

上述标的保证金均汇入桂林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户行：广西桂林漓江农村合作银
行穿山支行，账号：3636012040002309。
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 1月 23日 16

时止(以到账为准)，看样时间：2017年 1月
12— 13日。有意者于公告之日起到本公
司 或 登 录“ 人 民 法 院 诉 讼 资 产 网 ”
(www.rmfysszc.gov.cn)或“联拍网”
(www.lp113 .com)查阅相关资料。持保证
金缴款凭证和有效证件到本公司或广西区
内其他拍卖公司办理竞买手续。案件当事
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逾期不办理竞买手
续参加拍卖会，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联系地址：
桂林市骖鸾路 33号盛景中心 5楼
联系电话： 8985966 15507739886
法院监督电话：
5856062 2842621 袁法官

桂林华泰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 1月 9日

序
号

标的名称
建筑面积
(㎡)
参考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1
桂林市象山区民族里 98号彰泰·康桥半岛
2#楼 2-3、 4-1号复式住宅房地产

233 .06 255 .6 20

2
桂林市象山区环城南二路 36号
1栋 1-6号商铺的房地产

52 .69 103 .61 10

3
桂林市象山区环城南二路 36号桂林国际旅游商品
批发城 3栋 1-42号商铺的房地产

41 .56 80 .95 8

4
桂林市秀峰区中山中路 45号华联商厦
1栋 1-7-14号房地产

54 .93 44 .36 5

5
桂林市秀峰区中山中路 40号天宝大楼
3-7-1号住宅房地产

129 .33 102 12

6
桂林市象山区民族里 98号彰泰·康桥半岛
5#楼 2-3、 4-2号复式住宅房地产

251 .28 275 .6 18

7
桂林市叠彩区九华路西一里 21号信

和江岸美庐二期 22#1、 2、 3-4号住宅房地产
241 .44 360 20

《桂林晚报》 2016

年 12 月 25 、 26 、 27

日刊登的《秀峰区人民政

府关于评选“独秀”科技

创新拔尖人才的公告》

中，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7年 1月 15日。

秀峰区科技工作领导小组

2017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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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之家 被毒品摧毁
■讲述：莉梨 撰稿：情感工作室 莜梓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女双全，不过，这个四口之家却在半个月前变成了三个
人。我曾经以为，老公会为了我们这个家而改过自新，只可惜，他到现在还没摆脱那
个让我们离婚的罪魁祸首——— 毒品。

我和阿勇都是平乐人，虽说
户籍都在一个镇上，但并不相
识。 1995 年，我刚 20 岁，跟
着同村姐妹到了广东，进了一家
服装厂打工。我仅是初中毕业，
在厂里就只能每天重复地做着同
样的事，枯燥而乏味。吃住的条
件也很一般，只能说有个床位
睡，每餐能吃饱而已。
每个月最开心的时候就是领

到工资那天，到邮局给家里寄回
三百块钱，然后就跟姐妹们到夜
市随便点上三四个菜解解馋。
打工的第五个月，我认识了

阿勇，是姐妹们介绍的。一聊才
知道我们是老乡，村子也就隔个
几里路而已。从那时开始，每个
月的固定聚会阿勇都会参加。他
比我大三岁，早早就到广东打工
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已经混
成老油条了。他对我特别照顾，

每次聚会他都会点我最喜欢吃
的菜——— 辣椒酿肉。不过，每
次他都会说：“没我做我的好
吃，改天我做给你吃。”
那年中秋节，厂里因为要

赶新款的衣服，我得加班没法
参加聚会，等我干完活下班，
已经是晚上 10点了。回到宿
舍时，看见阿勇在那等着我，
手里拎着一个饭盒。我以为他
是从聚会上给我打包了点菜，
打开一看，正好是我的最爱。
“这次我可没骗你，今天

我休息，一大早就去菜市买了
菜，弄了两个多小时才煮好
的。你尝尝，看是不是比餐馆
的好吃？刚刚阿霞她们想吃，
我都没给呢，全部给你做
的。”听到阿勇这样说，我心
里挺暖的。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

一个人在加班本来就让我很难
受了，没想到还有一个人会想
着我，专门做我喜欢吃的菜。
女人特别容易被打动。从

那以后，阿勇经常会在周末的
时候约我上街，一开始会喊上
阿霞几个姐妹，到后来就我们
两人。1996年春节前，也是阿
勇通宵到火车站排队，买到回
家的车票。在送我回村的路
上，阿勇问我：“春节的时候
我能你去家吗？如果你不反
对，我就算去见家长了。要是
你爸妈不反对的话，我们就尽
早把我们的事办了吧。”
我对阿勇也是挺有感觉

的，没想到他这个老实人直接
跳过了表白而直奔见家长的主
题去了。
那个春节，我俩见了双方

家长，春节后就打证结婚了。

异乡中相识相惜

结婚没多久，我就有了好消
息。我坚持在厂里干活，阿勇为
了给我补充营养，每天早上 6
点就去菜市买鸡、肉、鱼等回家
给我煲汤。
怀孕5个月时，我从厂里辞

职了，阿勇一个人养家压力挺大
的，我便回到平乐老家养胎。
我第一胎生的是女儿，从公

婆的表情中我可以看出，他们其
实特别希望这一胎是个孙子。好
在阿勇特别高兴，抱着女儿都不
愿意放下，这才让我稍微安心
点。
女儿刚6个月，我就给她断

奶了，把她留在老家，自己回到
广东打工了。虽然舍不得，但我
想和阿勇一起努力赚钱，能把老

家的房子建起来，给女儿一个
好的生活环境。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不想在家看公婆的眼
色。
之后的五年时间，我俩都

在广东待着，每个月按时寄钱
回家。
到了2002年，我又怀孕

了。在怀孕期间，我一直都在
祈祷，希望肚子里的是个男
孩，这样就能满足公婆的愿
望，凑个“好”字。然而，我
也怕万一不是男孩呢，公婆他
们有怨言，于是我一直待在广
东，直到生产前才回了老家。
好在肚子很争气，足月生

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公婆别提
有多高兴了，女儿满月时都没

有摆的满月酒，在儿子百日那
天，公婆摆起了流水席。
其实在我看来，男孩女孩

都一样，但老人的固执思想没
办法改变，那就只能尽量满足
他们。
儿子出生以后，我留在了

老家。公婆年纪大了，没办法
照顾两个小孩，我和阿勇经过
商量，决定他依旧在广东打
工，因为他已当上了一个小领
导，工资不低。而我就在家里
照顾小孩，顺便看看有没有什
么零活可以做。
男主外女主内，又有一女

一儿两个孩子，新房也慢慢建
了起来。在同村人看来，我们
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五年凑了一个“好”字

然而，同村人眼中的幸福
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在儿子三岁那年，原本每

月按时汇钱回家的阿勇却有好
几个月没有打钱了，那段时间
每次打电话给他，他都犹犹豫
豫的，好像有事瞒着我一样。
一开始我还没太放在心

上，后来时间久了，才觉得不
太对劲。“我们一年也就春节
才见面，他不会是在广东找了
其他人了吧。”我特别害怕他
去找小三了，就让还在广东打
工的姐妹们帮我盯着点。
这让我发现比阿勇找小三

更让人害怕的事。姐妹们告诉
我，阿勇经常跟一伙人到酒吧
玩，她们打听到其中有人是有
毒瘾的，让我小心阿勇也被带
坏了。
我听后放心不下，就让公

婆帮忙照顾小孩，去了广东。
就这样，我确认阿勇吸毒了。
他也跟我坦白，是跟朋友去玩
的时候，沾上的。一开始他吸
的并不多，后来有了毒瘾，工
资基本上就都花去买毒品了。
“我保证，我会戒的，一定戒
的。”
他还把工资卡交到了我的

手上，“卡你拿着，没有钱我
也不能买毒品了。”
有了阿勇的保证，我便相

信了他，回了老家。可是，他
却食言了，没有了卡，他就向
人借钱买毒品，最后被警察抓
了，被强制戒毒了。
当我听到这个情况时，我

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跟公婆
说，一直瞒到那年春节，阿勇
没办法回家才不得不如实说
了。
说实话，那时我就想到要

离婚。公婆都劝我，孩子好
小，不能让他们在不完整的家
庭中长大。他们说等阿勇从戒

毒所出来，一定好好管他，
让他远离毒品。
就这样，我放弃了离婚

的念头，在家一边打工一边
照顾公婆和两个小孩。
吸毒容易，戒毒太难。

从戒毒所出来后，阿勇回到
了老家，在镇上找了一份工
作。虽然工资没有以前在广
东时的多，至少我们都在他
身边，能看着他一点。可
是，就算我再怎么严防死
守，阿勇还是重新吸毒了，
而且有一次被警方抓住，被
强制戒毒了。
“不要跟我离婚啊，我

保证，我这次一定能戒毒成
功。”在阿勇的再三保证
下，我又一次放弃了离婚的
念头，我总是还在怀念以前
那个顾家、疼我的男人，希
望他能回到以前的样子。
这一次戒毒成功之后，

阿勇确实变了不少，更加勤
快地干活，对我也更好了。
有差不多6年的时间，他都没
有再吸过毒，所以在去年年
初他提出再去广东做事的时
候，我就答应了。毕竟广东
的机会多，能多赚点钱。
没想到，他在广东打工

时又碰上之前那边带他吸毒
的朋友，经不起他们的再三
劝说，他又碰了毒品，结
果，再一次被强制戒毒。
我死心了，一而再再而

三，阿勇的保证最终没有坚
持下去。我这次很坚决地提
出了离婚。阿勇这一次也没
有其他的说法，同意离婚
了，也放弃了儿女的抚养
权。
就这样，我离开了差不

多呆了20年的家，我要给女
儿、儿子一个没有毒品的
家。

一沾毒品不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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