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安享晚年的生活方式，你脑海中会是一幅什么画面？
喝茶、看报、打太极，还是旅游、逛展、带孙子？9月6日，记者在
长沙市岳麓区长华社区看到了别样的老年生活。在这里，一群
老人自发组织了一个红白理事会，成员平均年龄高达68岁，最
高年龄80岁。他们不仅为社区老人筹办集体生日会，还免费为
居民提供殡、葬、祭、宣等全方位服务。（扫报眉二维码看红白
理事会专管“请客”视频）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彭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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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人建红白理事会，专管“请客”
移风易俗12年，为80岁以上老人集体过生日，为过世老人免费办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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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未曾留过学，也不是外语
系毕业， 仅仅是一名普通工人，
却是外语的狂热爱好者。9月5
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见到了64
岁的李国强。

“我就是痴迷外语， 听到外
语就像打了鸡血。”他说，年轻时
自学英语、德语等5种外语，如今
出国旅游还能自如地跟外国人
进行交流。

18岁时爱上了外语

李国强在长沙市开福区民
主后街长大。在他记忆里，从小
就喜欢去家附近的长沙第二工
人文化宫看书。18岁的时候，他
看到钱钟书的《围城》里出现外
语短句，尽管看不懂，却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学外语的种子就悄
然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后来，李国强到衡阳当了一
名工人。他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
投在外语的学习上，除了各种词

典、 读本， 他还有上百盘磁带。
“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学外语，那
时候通过磁带自学， 学习了德
语、英语、俄语、法语、日语5种语
言的日常用语。”

为了学习德语，他购买了北
京大学吴登荣教授的书，并鼓起
勇气给吴教授诚诚恳恳地写了
一封信，希望得到老师的发音指
点，并寄过去9盘空白录音磁带。
让他兴奋的是，吴教授回信鼓励
他好好学习，并将磁带录了音寄
回来，这让李国强受到莫大的鼓
舞。有一次在长沙南门口遇到了
一群德国人，他抓住机会上去跟
他们交流，他那标准的发音以及
准确的翻译让老外十分惊讶。

出国能用外语流利对话

退休至今的9年时间里，李
国强还会把一部分时间花在外
语学习上。他家的书柜里，德汉
大字典、俄汉字典、朗文英语词

典一字排开。没事的时候他就拿
出来学习、回味。

今年初，李老和爱人去澳大
利亚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还去
了一趟新加坡。在国外他和老外
交流应对自如， 让大家刮目相
看。“出国就是真正检验自己外
语水平的时候，感觉自己多年的
学习没有白费。”

将去师大报班学德语
未来还想做翻译

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进行
系统的语言培训。在朋友的介绍
下，今年下半年，他将在湖南师
范大学外语系报班学德语。“我
可能是班上最大的学生，但我就
像一丛干柴，遇到外语这把烈火
一定会熊熊燃烧起来。”他笑言。
未来，他还想做翻译，“我对现在
的网络流行短语很感兴趣，希望
之后能将其翻译得精辟、精准。”

■记者 石芳宇

“以前我过生日都是在饭店里
过，花钱多，孩子也辛苦。自从社区
帮我们过集体生日，我就不再去饭
店了。” 享受过集体生日会福利待
遇的匡守元爽朗地说，虽然没有大
排场，也没有长龙宴席，但是跟大
家一起过，热闹多了，也开心多了。

原来，在无特殊情况下，长华
社区红白理事会的志愿者们会在
每个月的26日，在社区的党组织活
动室内给社区80岁以上的老人举

办集体生日宴，现场播放为每位老
人制作的专属PP及家人祝福视
频，并组织寿星们戴生日帽，一起
观看节目、吃蛋糕。

“上个月，恰逢‘汉语桥’世界大
学生走进我们社区开展国际文化交
流志愿活动， 我们就将生日会提前
到了8月20日， 为6位老人集体过生
日。”长华社区党总支书记王爱萍介
绍， 红白理事会今年以来为社区内
80岁老人举行了3个集体生日会。

80岁以上老人集体生日宴，今年办了3次

“一起过集体生日， 不仅为了
老人开心，最重要的是响应国家号
召，推进移风易俗。自从举办集体
生日以来，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过
老人们的寿宴请帖了。” 王爱萍介
绍，从今年年初开始，长华社区就
推出了“为八十老人祝一寿、为过
世老人送一程”“政治生日贺”等品
牌服务项目，在社区倡导移风易俗
新风。

据悉，长华社区是岳麓区典型
的老人社区，55岁以上老人1656
人，80岁以上老人186名。 老人一
多，红白喜事也就特别多。在此背
景下，从2007年开始，长华社区便

出现了一支自发形成的红白理事
队伍， 他们平均年龄高达68岁，最
高年龄有80岁，自愿为居民免费提
供殡、葬、祭、宣等全方位服务，如
今已坚持了12年。

韩发星是长华社区红白理事
会的元老级人物了。多年来，他一
直致力于为居民服务。 今年年中，
韩发星的女儿特地从南京回来为
其庆祝68岁生日，谁知赶上了社区
有居民过世，韩发星果断带领一支
队伍前去帮忙。 面对女儿的无奈，
韩发星说：“生日每年都有，但白事
对一个家庭来说非常重要，这种时
候我能帮忙就一定要去。”

免费提供全方位服务，坚持了12年

去年以来，国家大力推行蓝天
保卫战，杜绝燃放烟花礼炮。为了减
少环境污染以及不必要的铺张浪
费，长华社区购买了新的电子礼炮
和操办红白事所需帐篷等用具。谁
知，这些东西一拿过去便碰了壁。

“过世老人家属怎么都不愿意
使用电子礼炮，认为没有气氛，没有
让老人走得风光。为此，我和社区书

记王爱莲多次上门劝说，好说歹说终
于说服家属改变习俗，迎接新政策。”
韩发星告诉记者，从那以后，移风易
俗的推进工作上了一个大台阶。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践行
移风易俗，讲文明、除陋习、树新
风。毕竟，在活着的时候对家人好
才是最重要的，珍惜眼前人。”韩发
星说。

除陋习、树新风，珍惜眼前人

退休老爹自学5门外语，能流利对话
痴迷数十年，“听到外语就像打了鸡血” 将去师大学德语

本报9月6日讯 今天， 第二届
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湖南省选
拔赛在株洲落幕。 来自全省各市
州、 县市区近千人参加本次赛事，
32名优秀创业培训讲师晋级省级
决赛。

经过激烈角逐，20名选手脱颖
而出，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和优
胜奖， 其中来自长沙星城监狱干警
胡玮、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信息
化专家朱建炜分别获得课程设计和
个人综合能力竞赛一等奖。据了解，
一、 二等奖获奖选手直接晋升省级
创业培训讲师团成员， 名列前茅的

选手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总决赛。
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是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办的每两
年一次的全国性赛事，旨在进一步
加强创业培训师资交流和队伍建
设， 帮助创业者培育创新精神、提
升创业能力、优化创业路径、提高
创业成功率。 今年大赛启动以来，
我省率先谋划、周密部署，各级人
社部门精心组织、全力推进，共有
894人次参加了个人综合能力赛和
课程设计作品赛，提交课程设计作
品185件。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刘玮 实习生 洪美华

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湖南选拔赛株洲落幕

32名优秀选手晋级省级决赛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

对从农业银行衡阳分行收购的衡阳五一大市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五一大市场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债权总额 4702.16万元，其中本金 1639.50万元，债权利
息 2003.21 万元， 孳生利息 1041.97 万元， 代垫费用
17.48 万元。 上述债权数额计算截至 2019 年 7 月 20
日。 贷款方式为抵押。

债权资产：该债权贷款本金 1639.50 万元，债务人
以其名下位于衡阳市石鼓区五一路 67 号的房产、 仓库
提供抵押， 李峰以其名下位于衡阳市雁峰区环城南路
65-68号房产提供抵押。 欲了解债务企业信息、债权担
保及瑕疵情况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www.gwamcc.
com。

处置方式：协议转让或竞价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日期以发布日期为

准。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理

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 以及有关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
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 系 人： 陈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 0731-84450542����0731-84458563
邮政编码： 410005
联系地址：湖南省天心区湘府西路 31号尚玺苑 18B栋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 0731-8992341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年 9月 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对衡阳
五一大市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8月20日，“汉语桥”世界大学生走进长华社区为80岁老人庆祝集体生日。 社区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