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汉华·三江合国际商住小
区 A 区 2#楼业主：
万分感谢您们对汉华·三江

合国际的支持与厚爱！我们非
常荣幸地通知各位业主：汉华·
三江合国际商住小区 A 区 2#
楼已经验收合格，具备交房条
件，定于 2019年 9月 30日至
2019年 10月 7日正式交房。
敬请各位业主按照《入伙通知
书》要求，携带相关证件原件
及费用到平乐县滨江路同乐新
区汉华·三江合国际营销中心办
理交房手续。
咨询电话：0773-7895555
恭祝业主心想事成，入伙

大吉！
广西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23 日

交房公告
尊敬的兴进·漓江郡府业主：

兴进·漓江郡府交付物业：金桂府 17 栋、29 栋已通过验收，达到
合同约定的交房条件，请于 2019 年 9 月 28 日(9：00 — 17：00)携带
收房资料到兴进·漓江郡府物业服务中心办理收房手续。

携带资料如下：
1、有效证件原件(如身份证、军官证、护照和户口本)和复印件 2

份
2、已交房款发票和维修资金交款办证联(漓江农村合作银行开具)
3、《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开发商提供的《收楼通知书》
4、业主及家庭成员(小区常住人员)近期一寸彩色照片各 1 张
为便于顺利办理交房手续，敬请各位业主按交房日期前往兴

进·漓江郡府办理收房手续。若逾期未办理入伙收房手续，我公司
将视为您已入伙收房并按购房合同的交接相关约定执行。感谢您对
我公司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交房咨询电话： 0773-5888868(兴进·漓江郡府物业服务中心)
0773-7799999(兴进·漓江郡府销售中心)

广西兴进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9 月 23 日

交房通知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10 时在灵川
县石狮路 1 号灵川县委党校一楼
多媒体教室举行拍卖会，依法按
现状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号标的：灵川县青泽小区(灵
川大道中路 84号)第一层 1-5号五
间门面商住房地产，建筑面积共计约
170.59㎡(其中 1号门面约 38.06
㎡；2号、3号门面合计约 66.27㎡；
4号、5号门面合计约 66.26㎡)，设
计用途为商住，实际用途为门面。整
体拍卖参考价：180万元

整体拍卖不成交当即分拆拍
卖，分拆拍卖按如下分户拍卖：

①第一层 1 号门面，建筑面
积约 38 .06 ㎡，参考价：40 万元

②第一层 2 号、3 号门面，建
筑面积约 66 . 27 ㎡，参考价：70
万元

③第一层 4号、5号门面，建筑
面积约66.26㎡，参考价：70万元

2 号标的：灵川县灵南路 9
号政府第一大院 19 栋 2 单元一
楼车库用房使用权，1 号车库使用
面积约 24 . 459 ㎡；2 号车库使用
面积约 24 . 459 ㎡，参考价：5 万
元/间

有意者请自公告之日起与本公
司联系咨询，看样时间 10月 14、15
日两日。1号标的整体拍卖竞买保证
金 50 万元；分拆拍卖竞买保证金
20万元/分拆标的，2号标的竞买保
证金 1万元/间。参拍者须在 2019年
10月 15日 17时前凭有效身份证明
及保证金交纳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

公司地址：桂林市中山中路 8
号桂名大厦南 5 楼

联系电话：0773-3562551
1 8 6 7 7 3 7 9 7 2 4

13978301619
广西佳润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23 日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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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新照片 一个家庭 70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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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老照片 新照片 一个家庭 70年的记忆
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特别报道

蓦然回首，弹指一挥间。与新中国同龄的叠彩区锦绣社区居民林芝超，已走过了 70 年岁月。自幼被伯娘抚养，10 岁时，父
母就均病故，随后参军入伍、结婚成家到现在儿女成家立业。在林芝超家，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到如今的全家照，随着时光翻过
的是一个家庭的变化，而伴随着这些变化的背后则是时代的发展巨变。

从泛黄的老照片到新时代新照片

光阴故事里尽是岁月的变迁

林芝超出生于 1949 年 7
月 26 日，籍贯是梧州岑溪。
林芝超出生时，其伯父已过
世，因其伯父无子女，林芝超
一出生就被过继给其伯娘抚
养。不过，他和父母还是生活
在一个共同的院子里。林芝超
9 岁时，其母亲因气喘去世。
次年，其父亲因全身浮肿去
世。

在家里读了三年书后，林
芝超就一直在家务农。 1966
年，部队征兵。当时，很想去
部队的林芝超便报名参军，但
最后由于体重不够被刷下。

“当时家里穷，也没什么
吃的，去应征入伍时体重只有
37 千克，而征兵的体重要求
是要达到 42 . 5 千克。”回忆
当年参军的情形，林芝超记忆
犹新，就这样， 1966 年当兵
的梦想破灭。次年，林芝超的
家庭条件有了好转，粮食也够
吃，还养了鸡、猪，但当年部
队没有征兵。 1968 年，部队
再次征兵时，经过一年生活条
件的改善，林芝超体重刚好达
到符合要求的 42 . 5 千克，于
是，他就顺利参军入伍。

林芝超说，刚入伍时，当
时部队在广东潮安。当兵后，
他在当地照了一张自己平生的
第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上，
林芝超一身军装。 1969 年，
林芝超所在部队北上洛阳，而
他们的高炮团则驻扎在河南孟

津。
第二张照片是林芝超的

结婚照。林芝超说， 1976
年，部队派他去郑州炮校学
习。当时，有个同学的家属
来学校探亲。由于这位家属
是广西桂林的，于是，作为
广西老乡，他去同学宿舍
玩，顺便看望这位老乡。在
闲聊中，这位同学的家属就
向他介绍了一位桂林的女朋
友，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
1978 年元月份，两人结了
婚。结婚前，他们去照相馆
照了这张结婚照。

“ 1979 年 4 月底，部
队从越南回到洛阳。”林芝
超说，刚回到部队驻地安顿
好，他就接到家里电报，说
儿子出生了。于是，他就匆
匆请假赶回家。等回到家
时，儿子已经出生 5 天了。
1981 年，为了照顾家庭，林
芝超从部队转业回到桂林。
1982 年，他带着妻子在逛榕
湖时请摄影师拍下了一张一
家三口的全家合照。 1987
年，林芝超的女儿出生，一
家三口变成了四口。

时光转眼到了 21 世纪，
林芝超的儿子、女儿分别结
婚生子。今年 8 月份，很少
拍照的他们拍下了一张全家
照。照片上，一家 9 口幸福
快乐。

弹指一挥间，已是 70 载。采访时，透过照
片，林芝超在思绪里翻动着时光的日历。

“小时候，我跟着伯娘一起生活。”林芝超
说， 9 岁时，他母亲去世， 10 岁时，父亲去
世，而父母去世的原因一是家里穷，二是当时医
疗技术水平有限。

林芝超说，由于家里穷，父母病后只是到村
医那里进行了治疗。至于父母的病，如果放在现
在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大病，可那时候的医疗
技术还达不到现在的水平。而他成年后，当兵的
愿望非常强烈。 1968 年，他离开了伯娘，去了
部队，而这一呆就是 10 余年。

上世纪 70 年代，对于林芝超来说是非常幸
福的年代，他完成了从单身到结婚生子的过程。
林芝超说， 1976 年，经同学家属牵线介绍女朋
友后，当年底，他在回家探亲时先到了桂林，并
住到了同学家里。随后，炮校同学骑着自行车从
市内去了二塘，将他当老师的女友接了过来，让
他们见了一面。

“我们也就见过这一次。”林芝超说，随后
他与妻子就通过书信来往了一年。1978 年元月
份，他们买了三斤糖果、几包香烟和一点罗汉果，
然后烧了一壶开水，在妻子的学校会议室请学校
的老师们喝罗汉果茶、吃糖果，算是举行了婚礼。
结婚前 3 天，他们赶着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
照。 1979 年 5 月初，林芝超的儿子出生。

“儿子出生时，他还在部队。”回忆起儿子
出生的当年，林芝超的妻子说，当时，她还在原
二塘高中教书，学校非常偏远，四周都是山。由
于是军人家属，快生产时，学校附近的一个部队

派车送她去医院生产，但由于没有马路进学
校，车子开不进去，所以她就步行 10 多分钟走
出来，再由部队车辆送她去市人民医院。

林芝超说，接到家里孩子出生的电报后，
他就从部队赶回了家。回到二塘后，他急忙放
下行李就借了辆妻子同事的自行车，然后从二
塘骑到市人民医院。可是，当他一路风尘仆仆
赶到医院时，发现妻子床位已空。经询问，原
来妻子已经出院了。扑了个空后，他又急匆匆
往回赶。

“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没办法联系，所以
就来回折腾。”林芝超说，当年，与通讯不方
便相伴的还有物质的不充裕。那时候，由于二
塘是郊区，妻子生产后要想吃到鸡和鸡蛋还是
不太容易，因为要买鸡和鸡蛋只有等 5 天一次
的赶集，而喝点鱼汤也同样艰难。

“当时还买不起自行车。”林芝超说，从
二塘到市区的公交车只有一条线路，还是桂林
站到雁山的，由于一天只有两趟，所以公交车
非常难等。另外，吃上猪肉也很不容易，那
时，买猪肉还要肉票，要去买猪肉还得一大早
去排队，去晚了就没有了，“那时候一个人一
个月只供应 3 斤猪肉。”

林芝超说，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女儿出
生时，情况就大为改观。那时候，他住到了上
海路，去各大医院的公交车已是非常多了，而
且非常方便。不仅如此，女儿出生时，要买鸡
鸭等给妻子补身体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随时
都可以在菜市买到，买肉也不要票了，“想吃
什么，家里下楼就可以买到。”

2 光阴流逝 变化悄无声息

时光易老，岁月静好。如
今的林芝超，每天和爱人早上
步行去买菜，然后在家里休
憩，下午接读书的孙子、外
孙，生活宁静美好。林芝超
说，他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

“现在生活和以前相比不
可同日而语了，你先看脚的变
化。”林芝超指着上世纪 80 年
代初抱着孩子在榕湖照的一张
照片说，当时照相时，他穿的是
军绿色的解放鞋，妻子穿的还
是布鞋，“那时候没什么鞋子，
满大街的解放鞋，现在出门都
是皮鞋。”

变化的不仅是鞋子，还有
代步工具。林芝超指着上世纪
80 年代初拍摄的一张妻子骑
着凤凰牌自行车秋游的照片
说，这辆二八式自行车得来可
不容易。他说，当时买这辆自行
车时还需要有名额，因为妻子
教书一是住得远，另外需要经
常开会以及家访，于是，乡政府
将当年唯一一个购买凤凰牌自
行车的名额给了她。

“买凤凰牌自行车是先要
有票的。”林芝超说，那时候
家庭拥有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不
啻现在家庭拥有一辆宝马。所
以， 1983 年，学校组织去青
狮潭秋游时，她妻子就是从市
区骑着这辆凤凰牌自行车去
的，并自豪地拍下了这张骑车
秋游的照片。

“现在自行车都丢在家里，
没人骑。”林芝超说，他儿子、女
儿家里都有小汽车。对于家里
购买的第一台车，林芝超说，
2008 年时，为了给儿子做生
意用，他就买了辆长安车。
2013 年，他儿子又把小车换成
了一辆 SUV。2014 年，他女儿
也买了小车，而女婿在家里也
有一台小车，“我们回老家梧州
时，都是自己开车回去。”

采访时，林芝超的手机不
时响起。他说，现在联系也比以

往方便多了。以前，同事朋友
找他们很不方便，2001 年，
为了便于联系，他在家里装
了固定电话，而到 2003 年
时，他就开始使用手机了，仅
仅几年之后，家里座机基本
就没人拨打了，找他们都是
直接打手机。

“子女们的生活比我们
年轻那时好多了。”看着新
近拍的家庭照，林芝超说，
他儿子读的是职业高中，毕
业后被分到了饭店当厨师。
2000 年后，他儿子就自己
创业，先开过建材店，现
在，他从事水电安装行业，
算是一位个体小老板。随
后，林芝超谈起了儿媳妇。
他说，他儿媳妇本科毕业后
在一家公司做室内设计，儿
子和媳妇由于业务上的往来
相识， 20 10 年，他们结
婚，后生有一子。婚后，他
们在东安街买了房子。

“女儿是 2011 年结的
婚。”林芝超说，他女儿大
学学的是化学专业，大学毕
业后，在北京打了一段时间
的工。 2013 年，他女儿回
到了家乡桂林。 2016 年，
由于觉得原工作单位五六千
元的月薪太低，于是转行到
了房地产公司。如今，其月
薪上万元，并买了两套房
子，还置有一个门面。

林芝超说，现在，儿子和
儿媳两人月收入早都已过
万，女儿一个人的月收入也
过万。他妻子 2007 年退休时
还是每月 3000 元，现在已涨
到 6000 多元。他的退休金加
上退伍军人补贴现在每月也
有 5000 多元。“在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万元
户’很了不得的，现在我们家
庭的月收入都过万了。”林芝
超笑着说。

记者陈晓东

3 新世纪 生活阔步走

 1968 年，林芝超入伍后在广东潮安拍
的第一张照片。

 1983 年，林芝
超的妻子骑着当时还并
不多的凤凰牌自行车秋
游时的照片。

 1 9 8 2
年，林芝超一家
在榕湖游玩时拍
摄的照片，林芝
超还穿着军绿色
的解放鞋。

 19 日，林芝超与妻子在家
里看照片叹变化。记者陈晓东 摄

 1978 年，
林芝超回桂林结婚
时的结婚照。

今年
8 月份，林
芝超全家聚
会时合照。

1 新旧照片延续 50 余年光阴

除署名外，图片均为记者陈晓东 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