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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眼中的哥哥
“肩上的竹背篓换来我的学费”

在王官维看来，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完美的词语，那么
一定是念“哥哥”。

哥哥是他从小崇拜的人，对人和善，热心肠，爱笑。哥哥
写得一手好字，楷书、草书、行书，样样拿手。王官维处了对
象后，第一件事就是带给哥哥看。“好好好！我没问题！自己
拿意见，只要你喜欢就好，孝顺咱爸咱妈就行！”哥哥欣喜万
分的表情他至今都记得，比自己找了媳妇还开心。

为了弟弟，王峰曾硬生生改变了命运的轨迹。王官维7
岁那年，父亲在修房时意外受伤，失去了双手，残存的双臂仿
佛光秃秃的树桩，看起来让人心酸。在那次事故中，父亲的
双目也失明了。年幼的他不知道“一级伤残”意味着什么，但
从妈妈夜里轻轻的啜泣声中，他知道家里坍塌了一半。

站出来撑起另外半边家的，是大他6岁的哥哥王峰。
那时，王峰刚念了半学期初中，他读书刻苦，天不亮就起

来学习，人又机灵，是老师公认的好苗子，理想是当一名汽车
工程师。那个周一升完国旗，还不到13岁的男孩合上书本，
默默办理了退学手续。“你要是想重新念书了，随时回来。我
们等你。”校长给他批了个条子，相当于给了特权。呆呆坐了
一阵，王峰把那张浸湿了泪水的字条和当工程师的理想锁进
抽屉，再也没打开过。

“爸爸受伤了，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弟弟要读书，耽误
不得……”年纪小，身子单薄，能做啥？王峰花5块钱买了个
跟他身子差不多大的竹背篓，来到山下的峡口镇，帮人背重
物挣钱，每天能挣一二十元。有一次别人嫌他年纪小，不让
扛，王峰急了，抡起瘦小的胳膊把肌肉露出来，“我可有力气
了，只是个矮，啥都能扛！钱随便给一点就好！”没找到业务
时，他就饿着肚子，步行两三个小时山路回家。

王峰的肩膀被背篓的麻绳磨得通红，他总是拿衣服遮挡
着，不让弟弟看到。除了挑东西，还打各种零工，去工地挑
土，卖水果，啥能挣钱就干啥。攒下来的一元两元和角票，自
己舍不得用，都给了弟弟买吃的和念书用。

2002年，王峰去到浙江温岭一家制鞋厂打工。王官维
初中毕业后也跟随着去了，就想离哥哥近一点。虽不在一家
工厂，但两人几乎天天见面，弟弟有啥不懂的技术活，就手把
手教他。

哥俩先后成家、生子，两家人住在一起，工资每个月寄回
武隆老家，一有假期就回去看望父母。2013年，哥俩在距离
老家不远处的花园村塘湾组为老人修了一栋两层小楼。他
们商量着，挣够了钱，一起把房子装修了，陪父母养老。哥哥
住楼上，弟弟住楼下……

他们都觉得,苦尽甘来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怎么都是
幸福的日子。

哥哥眼中的弟弟
“辞职回乡只为陪我活下去”

美好的愿望戛然而止。今年8月，王峰突觉身体不适，
在浙江的医院做了检查，发现肝脏有问题，回重庆再次检查，
确诊为肝癌晚期。王官维拿着片子和病历，把重庆有名的医
院跑遍了，都被告知太严重，没办法医治。

“求求您一定想想办法，救救我哥吧，他才37岁啊！”弟
弟流着泪不断哀求医生。“算了，别去折腾了，瞎花钱。”王
峰背过头去，叹了口气。

“哥，别泄气！你不是从小就教我，只要不放弃，就没
有绝境吗？一定会有办法的。”王官维紧紧握住哥哥的
手，他性格一向温柔，但说这话时很坚定，不容一点动摇。

王峰身体每况愈下，肚子发胀，腹痛，反复出血，只能
保守治疗，靠吃药降腹水。弟弟几乎24小时陪在哥哥身
旁，寸步不离，生怕照顾不好有什么闪失。王峰脚肿，王
官维就蹲在地上，为他揉脚；哥哥没胃口，王官维为了买
到他想吃的早餐，冒雨跑了5公里路买回来送到床边。
王峰泪水涟涟，边吃边哭。王官维微微笑着，“大惊小怪，
这有啥嘛，你忘啦，小时候你攒了一周的钱，去镇上最远
的那个商店，给我买了个文具盒和好看的书包……”

此前的治疗花费了十多万元，找亲戚朋友借了4万
多，也都是王官维一手张罗。

4岁的儿子刚上幼儿园半学期，王官维辞了职，把媳
妇和还只会说普通话的娃娃都带回了重庆，一家人齐心
协力照顾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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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遗失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军队转业干部管理服务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12500103MB12558734）拟向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19年12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63703787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天星寺镇财政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1137784607298）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12月25
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人：
吴老师 联系电话：023-664580602019年12月25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初级中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50010645049953G)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19年12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联系人:邓颖玥 联系电话:13512350402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锟铻电器经营部遗失公章，作废

遗失声明：渝北区陈庄6菜餐馆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50011220191097声明作废
江北区集雅美姝美容院遗失在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海尔路支行
的开户许可证，账号114417405107，
核准号J6530031555301，开户许可
证编号6530006239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吕皇兵不慎遗失璧山区人民医院开具的
发票一张，编号006077897、金额 3836.29元，声明作废。

公示：重庆西部公交梨树湾保修厂和外河坪保修厂危
险固废处置服务采购项目于2019年12月26日按公开
比选方式召开评审会，确定候选供应商为重庆融聚瑞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弘邦环保有限公司。如有异
议，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质
疑，逾期不再受理。联系人：林老师 电话：65314473

兹有渝之旅国际旅行社南岸上新街门市遗失以下合同:国内
合同24100084742出境合同24100069304以上合同声明作废

陈方春建筑起重机械司机S渝M042013020885遗失作废

周纯兰（合川区汤博食府）公章5003827039350遗失作废

公 告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建筑设计院开户许可证（证
号：6530-01539556）遗失，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建筑设计院
2019年12月26日

遗失重庆怡博行装饰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人和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2034401作废

声明：重庆大江摩托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现
行有效的公章（编号为5002278011636），财务
专用章（编号为5002278011637），上述印章均
已在相关管理部门备案。其余均为无效印章。

遗失谢军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580202019000176作废
遗失张春松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90104407作废

重庆市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李家沱店遗
失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
防安全检查合格证,编号：巴公消安检
许字［2012］第0030号,声明作废。

遗失2008年3月13日核发的重庆美翔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彭水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24330000112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美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彭水分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243673350021），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67335002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芝永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18
年6月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MA5YX4EB7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芝永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57100699）、财务专用章壹枚
（编号5001057100700），声明作废

北京江南村茶叶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2001.09.19
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2900437作废
北京江南村茶叶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2003.08.05
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2901411作废范紫嫣遗失重庆育才成功学校民办专用收

据号码000198341金额9800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好儿郎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沙坪坝分公司法人章（张沆）遗失作废

遗失豆江波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90113215作废

侯小凤遗失重庆沙坪坝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8-
11-22开具装修押金收据，编号0001809金额10000元，作废

刘兆翠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8036401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非屋装配式建筑技术有限公司印章刻制、

查询、缴销证明，编号50011420180828017，声明作废

融创春晖十里3号地块（八期）交房公告
尊敬的融创春晖十里3号地块（八期）的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
H分区H15-14-1/04号宗地：高层1-3号楼
及商铺，现均已具备交房条件，具体交房事宜
详见交房通知书。

特此公告！
重庆融品汇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7日
公 告

由重庆达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重庆
蜀欣劳务有限公司承包劳务工作的重庆两江
新区康美街道翠竹路5号：重庆合展至臻护养
中心装饰工程，现已全面完工结算完毕。凡涉
及该项目建设的材料及人工工资，请于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到对应公司办理相
关结算手续，逾期者，其法律及经济责任自负。
重庆达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严先生 电话：13594136999
重庆蜀欣劳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永辉 电话：13971609606

2019年12月26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集体商业企业管理办公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64504396355）拟
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12月27日起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曼 联系电话：65368156

重庆市渝北区工业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建筑物转让公告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

公司凌云西南工业有限公司挂牌转让
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设备，转让
底价为3613.63万元。土地使用权坐
落于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工业园31号地
双凤桥街道高堡湖路2号，厂房占地面
积总计16531.4平方米（约24.8亩），土
地使用年限为50年，用地性质为工业
出让。位置优越、资产清晰，欢迎各界
投资人士垂询洽谈！详细情况请登录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官方网站。
联系人：任经理13911373301

公 告
我司承建的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于2019年9月29
日竣工并交付使用，现已与建设单位重庆青
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结算完毕。请所涉及本
工程的劳务班组和各位工友、原材料供应商
等以及相关本工程债权人，请在本公告之日
2019年12月25日起30天内到我司工程部
进行对账结算、领取各种应付款项。逾期后
果自负并视为自动放弃，请相互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东路43号

（原老车站6楼）
联 系 人:工程部:徐敏
联系电话:023-72261998 13551250524
四川仁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5日
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人持
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
算债权、债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
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
公告。重庆大学现代建筑技术公司消防工程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90289535X2)
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人持
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
算债权、债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
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
公告。重庆大学现代建筑技术公司分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202892860G)

何建遗失位于重庆恒大御都会C组团12商业304
号房认购书客户联编号CQHDYDH0008122、认购
书收款单ydh0009510(人民币50000元整)、认购书
收款单ydh0008122(人民币30931元整)、收据换票
单ydhn00036992（人民币80931元整）、收据收款
单ydhn0165034（人民币80931元整）、收据收款单
ydhn0165035（人民币413元整）声明作废。
何建遗失位于重庆恒大御都会C组团12商业305
号房认购书客户联编号CQHDYDH0008115、认购
书收款单ydh0009506(人民币50000元整)、认购书
收款单ydh0008115(人民币39960元整)、收据换票
单ydhn00036993（人民币89960元整）、收据收款
单ydhn0165036（人民币89960元整）、收据收款单
ydhn0165037（人民币459元整）声明作废。

公 告
我司承接的武警重庆总队机关信息

化升级改造二期工程。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任何人无权以我司名义对外行使
任何民事权利，请与该工程存在债权、债
务的人员和单位与公告发布后30日内来
我公司登记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0791-88189332
江西中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南岸工程分公司

遗失报税盘，编号662600033773，声明作废

等病好了

身高1米70的武隆区江口镇汉子王峰，
罹患肝癌，晚期。腹痛发作时，佝偻着身子，
不再挺拔。但在弟弟王官维眼中，那依然是
全世界最伟岸的身影。

一个卑微弱小，厄运屡屡降临的农村家
庭，却坚韧如同巍峨的武陵山脉；流淌的亲
情，连绵像奔腾不息的乌江……

24年前，家里遭遇变故后，成绩优异的
哥哥主动辍学下苦力供弟弟念书；24年后，
哥哥身患重疾，本在浙江务工的弟弟辞了职，
带着全家四处奔走，为哥哥寻医问药，让几乎
丧失活下去勇气的哥哥重新振作起来。

两人约定，等病好了，哥俩一起补办之前
欠下的婚礼。必须要热热闹闹的，要烹牛宰
羊，要把亲戚朋友们都请来，抬出最好的酒，
然后喝他个酩酊大醉！

扶贫干部的关心
“你有事，可随时语音留言”

“10·17”扶贫日起，南川金佛山中医院在全市建档立
卡贫困户中征集肿瘤患者，给予免费诊疗。武隆区委常
委、副区长张倵瑃获悉后，马上想到了他的扶贫联系点江
口镇，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江口镇党委书记任本
涤，请他帮助在全镇贫困户中筛选癌症患者。

光牵了线不够，张倵瑃还专程提着油和米去王峰家看
望了这一家人，鼓励王峰战胜病魔。他走之后，王峰发现
枕头下多了个信封，里面装着1000元钱——怕他不肯收，
张倵瑃觉得这种方式转达自己的心意最好。“没想到这么
多人关心着哥哥，无以回报……我会替哥哥一起牢牢记着
他们的名字……”王官维说。

记者昨天还看到了王官维和张倵瑃的聊天截图：
“金佛山中医院和院长他们一直在保持联系吧？”
“有领导和院长他们的关照支持哥哥的心态放得很

好。”“嗯每天都在支持哥哥。”
“你对兄长有情有义，上天自不会薄待。”
“领导，你好！有时间可以问你点问题吗？”
“我今天一直在赶路，从开州到万州再到北京。现在

还在路上。微信在两个手机上倒着用。就忘记你的留言
了。你有事，可随时语音留言。也不用敲字那么麻烦。”

医生也被感动
弟弟含泪挨着向每位医生鞠躬

12月初，南川金佛山中医院组织中医专家会诊，针对
王峰的病情和治疗方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决定将他
纳入“健康扶贫”的免费治疗范围。在这个过程当中，张倵
瑃一直在联系南川金佛山中医院，希望院方能够提供最佳
的治疗方式，因为这是一个勤劳致富因病返贫的家庭。

“哥哥的病，就是我的病……现在他有活下去的希望
了。谢谢医生们，你们救了我们两个人……”王官维一一
挨着对现场每个人鞠躬致谢，抬起头来早已泪流满面。

来自病人弟弟的鞠躬，让不少医生热泪盈眶。“巨大变
故后的不离不弃，兄弟之间的深情让我们感动，一定不遗
余力救治病人！”南川金佛山中医院新闻发言人邓娟说。

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王峰排尿、腹胀情况有明显
好转，脸色也红润了。

12月23日，估摸着王峰的药快用完了，医生们专程
上门送药。年近70岁的老中医梅孝发，坐了几十公里山
路后，来不及休息就给王峰把脉。梅医生认为，王峰目前
病情比较稳定，也积极配合治疗，康复是有可能的。“病人

家庭的和睦、夫妻的恩爱，子女的孝顺程度，都影响治
疗效果。现在王峰的病情好转得如此明显，离不开他
弟弟一家的照顾和鼓励。”

兄弟俩的心愿
“等病好了，我们一起补办婚礼”

王官维的媳妇陈梅是个直率的贵州妹子，跟
丈夫回重庆照顾病人，她一句不乐意都没有，“又
不是外人，是自己哥哥呀！刚谈恋爱时老公就讲
了哥哥辍学的事。没有哥哥就没有老公。”

江口镇镇长张继红说，会将这个家庭纳入低
保户，每月有一定补贴，另外列入“边缘户”范围，
享受“脱贫攻坚”的扶持政策。最重要的是帮助
这个家庭在附近就业，便于照顾好病人。他认为，

两兄弟的感情如此之好，和其家庭教育也有关系，
家里67岁的妈妈丁福舒，20多年一直照顾着一级伤残

的爱人，没有一句怨言，从青丝到白发，不离不弃。
当时哥俩在浙江结婚时，为了省钱，都只扯了证，没有

办婚礼，一直是两人心头的遗憾。王峰有个心愿，那天跟
弟弟商量，“这样，等我病好了，咱哥俩一起补办婚礼！”王
峰笑着说，“你老说比我帅，等婚礼那天，都要穿西装，打领
带，看到底谁最帅！”王官维眼睛红了，“一言为定！咱们一
起补办婚礼，哥哥你绝不许耍赖!”

王官维教儿子说重庆话：喊“爸爸”时，嘴唇会合在一
起，上下碰两次，喊“哥哥”时，两个音节也是同样要有力
——它们都是世界上最温暖、最伟大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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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前，家里遭遇变故，哥
哥辍学下苦力供弟弟念书

24年后，哥哥身患重疾，弟
弟回老家陪哥哥寻医问药

如今经过治疗后，哥哥病情
有了好转，他们有个心愿——

咱们都要
补办婚礼

弟弟王官维正在家里照顾哥哥王峰 南川金佛山医院的医生来王峰家探望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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