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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标题为《唐辉：用无畏和生命谱
写了一曲英雄赞歌》的文章，在不少市民的微信
朋友圈转发。该文章讲述的是一则让人痛心的
事：全州一名“ 80 后”男青年唐辉，为救一名落
水的 5 岁儿童，不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连日来，记者通过采访唐辉的家属及被救
儿童的母亲，还原了事情的经过。

为救溺水儿童他不幸身亡

20 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唐辉的姐夫唐
先生，及被救的溺水儿童的母亲宾女士，他们
向记者分别讲述了此次意外的经过。

8 月 27 日下午 3 点左右，唐辉带着 9 岁的
大儿子在枧塘镇思源民俗博物馆前灌江河水坝
浅水区戏水。当时，唐辉的另一个朋友宾女士
带着 5 岁的儿子也在同一水域戏水。

“我当时身体不舒服，就站在岸边看着孩
子戏水。唐辉在深水区游，两个孩子则在岸边
的浅水区戏水。”宾女士说，让所有人都意料
不到的是，游玩的过程中，突遇上游涨水，水
流不断加速，冲击着在水中戏水的人。很快，
两小孩子被水流冲往下游水深处。唐辉的儿子
小明（化名）身体稍胖，被水流冲了一两米之
后就停住了，孩子跌倒在水中，情况危急。与
此同时，宾女士的儿子小树（化名）因为年幼
身子单薄，被水流不断往下冲。

宾女士说，当时她距离小明近，于是冲入
水中救孩子。与此同时，她看到唐辉奋力从深
水区游往小树。当宾女士费尽全身力气把小明
救到岸边，已经全身虚脱无力。这时候，她看
向水面，发现儿子小树被在场的一位好心人用
竹竿救出。可是，唐辉却不见了。后来，她才
知道，幸亏唐辉的奋力营救，小树在岸边其他
热心人的配合下被顺利救上岸。不幸的是，由
于在救小树的过程中体力透支，唐辉被急流卷
入漩涡，已经不见了。

唐先生说，接到妹夫出事的电话后，他立
即从县城赶赴现场。等他到达现场，看到枧塘
镇政府、 110 、 119 、 120 组织人员正奋力在
水域搜寻唐辉，但毫无所获。

在搜救人员持续打捞近 15 个小时后， 8
月 28 日上午 10 点多，唐辉的遗体被打捞出
来，确定系溺水身亡。

救人善举受到多方关注

“好端端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我们全
家人实在是无法接受。”唐先生说，内弟唐辉
是全州县龙水镇人。这些年来，其靠经营一个
小店铺养家糊口。四年前，唐辉的父亲去世，
现在有年近七旬、年迈体弱的老母亲需要供
养。因为离异，唐辉膝下尚有一个 9 岁的儿
子，以及一个一岁半的孩子需要抚养。

“他走了，一个小家的顶梁柱就没了。”
唐先生说，内弟尽管读书不多，但为人老实忠
厚，勤俭持家，安分守己。在生死攸关的关键
时刻，他能够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救人，令
他们在悲痛之余，对他的义举非常钦佩。

唐先生还告诉记者，目前，唐辉的善后事
宜已经处理完毕，其两个孩子已经由亲友分别
抚养。接受采访的时候，宾女士谈及唐辉为救
她的儿子小树溺水身亡一事，泣不成声。“如
果没有他，孩子就没了。”她说，对唐辉的救
命之恩，她和儿子将永远铭记于心。将来孩子
长大了，她会告诉他这些事情，“希望他能永
远记住这个救自己于危险之中的英雄叔叔。”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为了表彰唐辉在
危难时刻奋不顾身、舍己救人的义举，枧塘镇
政府正在为其申报桂林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
誉称号。

记者秦丽云 见习记者曾思怡

国庆节假期即将来临，这个
假期该如何度过，成为了许多网
友热议的话题，各大热门景点的
出行及住宿预定情况也都呈现出
一片火热的景象，但面对如此让
人期待的假期，许多网友也表达
了不同的看法。

有的网友认为，终于等到了
国庆的七天长假，他们早早就制
定好了出行计划。也有的网友认
为，在人山人海的假期出行，不
是在看风景而是在看人流，还不
如宅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

出行党：提前做好计划
也能享受其中

网友“悠长夏日”：在国庆
假期，家人朋友们都能有时间约
到一起，我和几个朋友早就在一
个月前就开始讨论该如何过这个
假期了，相对于比较热门的旅游
景点，我们选择了比较冷门的线
路，这样能很好地避开密集的人
流。

网友“明明”：其实，在假
期出行还是有很多技巧的，比如
提前上网查看旅游攻略，尽早预
定旅游地的车票、住宿、门票
等。还有就是避开十月一日的出
游高峰期，最好是提前一天或延
后一天出发。在计划去景点时最
好也避开高峰时间段，合理地对
时间进行规划，避开人群高峰。

网友“维纳斯”：平时工作
日我们陪伴孩子的时间比较少，

而且孩子也要上学，在难得的长
假，我们做家长的终于有机会带
孩子出去游玩，给孩子看看外面
的世界。即便假期出游会给出行
带来很多困难，但是，只要能陪
伴孩子，并一起度过难忘的假
期，也是很值得的。

宅家党：高峰出游
不如在家休息

网友“佛系青年”：平时工
作比较繁忙，到了假期就是要好
好休息一下的，如果出去旅游，
无论是去景点还是吃东西，都是
人挤人的感觉，比平时上班还
累，还不如好好呆在家里，睡一
下懒觉好好调整一下状态。

网友“叨叨稻”：想到国庆
出游，我的心里就有阴影。去年
和朋友们约着一起自驾出行，国
庆第一天我们“一直在路上”，
高速公路变成了“龟速公路”，
我们堵在路上没有带足吃的和喝
的，连上厕所也成了麻烦事，大
家都叫苦连连，从此我们就再也
不想在高峰时段出游了。

网友“门外看”：国庆假期
相对于出去游玩我更愿意选择在
家里整理一下房间，给家里来个
大扫除，再约上三五好友到家里
做做饭，或者陪伴一下父母，享
受一下难得的闲暇，这比出去玩
轻松多了，没必要在假期还要出
门受罪。

记者周子琪 整理

全州一男子为救溺水儿童
不幸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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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3977358532

卷闸门·电动门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象山搬家 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远达 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吉庆搬家 3870707损坏赔偿
绝不乱加钱

抵押低息贷款 18677395925

借贷担保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低价疏通抽粪七星 5861219象山 3817569

秀峰 3639223北门 8994622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大环卫车抽粪低疏
价通 2932686

铁西 3811716北门 2611991
七星 5818352秀峰临桂 2832551低价疏通
象山 3882519瓦窑 3613296
秀峰 2827118七星 5811768疏通抽粪

开
票

厨厕马桶管道改道
补漏水电打孔抽粪疏通 2883818

疏通改道水电市内 18877312837
市区 18877329809

疏通改道水电市内 15295882537
市区 18877316326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桂福搬家 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 2606628

搬家·搬厂

福达搬家搬厂起重空调液压升降车
南区 3820890北区 2602277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大车 80 元起
小车 60元起大运搬家 3635037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
店仓库存货等 15807733846

旧货回收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殡葬服务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

家政·清洁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com 全厂长 13077601275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防水 2820386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
公众微信：bldw8338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5977338056

七星路 2000m2 餐厅出租，豪华装
修方便停车 13132632011、5855588

餐厅出租
租转信息

丽君路办公场所租售
红绿灯口二楼 2-2、2-3、2-4，
内高 5米，共 194m2，适合办公。

联系电话：13788573328

房 产 信 息

空气能专业拆装维修
加氟清洗等 3966588老兵空调

维修
回收空调拆装 15277307272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 13367733516

沙发翻新皮沙发、海绵垫、布
套、维修 18007877699

维修加氟
加管清洗空调移机 15994683893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家电·家具维修

不漏水再付款水电泥工
腻子退伍军人工商注册补漏 2868837

房子一押二押 18174190053

前厅部经理、客房部经理、服务员
值班经理，待遇面议 13978389501

怡家酒店诚聘
招聘广场

抽粪改道瓦窑 3611670七星 5806389
水管钻孔秀峰 3898628象山 3812798疏通

侃一侃

国庆假期
选择出游还是宅在家？

圈里事

唐辉生前生活照。（唐辉家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