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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一钉一胶，两个月打造一个首饰盒
他46年坚守“榫卯”工艺 拜师者说：传统木工那种细腻与专注是件很浪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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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吴蓉、戴晓刚、常光辉、蒋毅、张
恬、 胡中彪因你们自公司改制
后一直未在岗， 请你们自登报
之日起 30 日内返岗并办理社
保补缴事宜，逾期不归者，公司
按自动离职处理， 解除与你们
的劳动关系并保留向你们追索
公司代缴的社保金额的权利。

湖南煤矿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2019年 11 月 29日

公 告
2019 年 11 月 21 日，长沙市烟草
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在长沙市
长沙县东六路安能聚创供应链
管理武汉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分拣中心仓库查获一批涉嫌无
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烟草
专卖品，品种及数量共计 4 个品
种 154条（托运单号：300296862
179）。 我局于当日依法对该起案
件立案调查，并对涉案卷烟予以
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先行登记保
存通知书：0000284）。
2019 年 11 月 23 日，长沙市烟草
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在湖南省
长沙市长沙县安能物流湖南长
沙分拨中心仓库查获一批涉嫌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烟
草专卖品，品种及数量共计 3 个
品种 188条（托运单号：3003369
92308）。 我局于当日依法对该起
案件立案调查，并对涉案卷烟予
以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先行登记
保存通知书：0000382）。
2019 年 11 月 25 日，长沙市烟草
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在长沙市
芙蓉区车站中路 368 号长沙市
火车站行包房查获一批涉嫌无
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烟草
专卖品， 品种及数量为芙蓉王
（硬）264 条。 我局于当日依法对
该起案件立案调查，并对涉案卷
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先行
登记保存通知书：0000330）。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嘉雨路 187 号湖
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两套房改房
产权证书不慎遗失。 第一套房
屋产权证号为成 012919，地址
为东区马王堆新桥村 1 栋
201；第二套房屋产权证号为成
715158017，地址为东区马王堆
新桥村 1栋 302，现登报声明。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2019 年 11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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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聚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
0MA4L3A9129）遗失私章（朱
旭存）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田县龙泉镇龙华村民委员
会遗失黄德军私章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周鸿儒(430105193106093016)
遗失(原长师)离休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安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发的
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043
010000884840O，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红丝带茶业商行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声明以下姓名执业证作废。
舒 慧 00002843000000002019000022
谢志启 00002843000000002019000127
陈婧孜 00002843000000002019000151

◆程坤遗失株洲金谷写字楼
1923 号房预收款收据一张，金额
317098元，特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184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张美蓉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万家丽北路二段 338
号金鹰汇大厦 1414、1421 号房、
分别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
（2014）第 069712 号和长国用
（2014）第 069719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203执 1624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刘阳民名下的位于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 859 号
宜居雅苑 2、3、4、11 栋 1602
室、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
（2016）第 068489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268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张福旺名下的坐落于
长沙市时代阳光大道西 600 号
红星嘉和苑 3 栋 2201 号的房屋、
产权证号为：715102325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515036850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恢 1966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杨国曜名下位于长沙
市雨花区新建西路 139 号中江·
国际花城 4 栋 1603 号房屋、相
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2008）第
016602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556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王小莉名下坐落于长沙
市芙蓉区泰时新雅园 2 栋 301 号
房屋、产权证号为 00268850 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
为长国用（2005）第 053620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
编号为：20170180635 号的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省旅游商品协会(税号 514
30000584905988G)（购领证号
1259），遗失《湖南省社会团
体会费收据》湘财通字（2019）
12 张，票据起讫号码 000002004
-000002015，特此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鼎泰建材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付伦，电话 13607301275

◆姚金豆（父亲：姚震波，母亲：谢
兰桂）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43046292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向登
记机关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本由 56000 万人民币减至 4700
0万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 联系人:袁慧 0744-5996118

遗失声明
湖南周周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31210301，声明作废。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局（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359 号，联系电话：18900787255、
18173196896）接受调查处理。 若
逾期不接受调查处理，我局将依
据《湖南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依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市烟草专卖局
2019年 11月 30日

本报11月29日讯 为节省垃
圾处理费， 长沙天心区青园路一
家饺子店老板自作聪明， 把自家
店铺每日产生的垃圾偷偷倒入隔
壁食堂的餐厨垃圾桶中。近日，长
沙市天心区城管执法大队文源中
队向该店老板开出了一张300元
的行政处罚单。

今年11月初， 城管部门接到
投诉， 称其承包的单位食堂前放
置的餐厨垃圾桶经常被人倒入生
活垃圾， 导致餐厨垃圾和生活垃
圾混装严重。 他们怀疑是边上一
家饺子馆所为，可多次上门询问，

对方却不承认。
接到投诉后， 城管执法人员

来到这家饺子馆， 向老板唐某核
实，得到的答案依旧是否认。执法
人员来到涉事食堂的餐厨垃圾桶
处，从桶内发现了很多酒瓶、塑料
桌布、一次性筷子等垃圾，其中，
还有一张印有饺子馆店名的结账
单。唐某顿时哑口无言。不得不承
认，为了图方便，节省卫生费，常
在店铺打烊后偷偷将垃圾倒入人
家垃圾桶里。

对于唐某的行为， 执法人员
进行了严肃批评，并于11月20日

向其开具了一张300元的行政处
罚单，目前唐某已缴纳了该罚款。

长沙市天心区城管执法大队
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不对垃圾进
行分类处理，所堆放的垃圾不仅占
用耕地， 还会污染土壤及农作物；
垃圾经雨水渗沥污染地下水或进
入地表水， 还会造成水体污染；垃
圾在腐化过程中，会产生氨、甲烷
和硫化氢等有害气体， 形成恶臭，
污染大气。“之所以要做好垃圾分
类， 不仅是将资源再回收利用，更
重要的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黄炜

11月29日，长沙市天心区西文庙坪百花巷，老手艺人张大斌在他的木艺工作室。

“我一辈子就做好这一
件事。”11月29日，长沙西文
庙坪百花巷，62岁的老手艺
人张大斌向记者展示了一
件没有一钉一胶的仿古首

饰盒。作为一名传统木工师傅，从16岁学艺开始，至今他已
和木头打了46年的交道，最擅长的就是传说中的“榫卯”工
艺。（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新闻）

■记者 田甜 图、视频 顾荣 刘品贝

与其他传统手艺人不同，
张大斌有着不少年轻“粉丝”，
也不乏有人拜入门下。 在他们
看来， 传统木工的那种细腻与
专注是非常浪漫的事。

“徒弟们要不就是设计公
司的设计师，要不就是建筑系的
学生。 他们都不像我以此为生，
大多数是业余爱好。” 张大斌觉

得，虽然这些徒弟不像自己当年那
样一心一意跟着师傅七八年苦学
才能出师，但是能让年轻人感兴趣
是传统手艺传承的第一步，若能把
自己的传统技法和徒弟们的现代
理念相结合那就更好了。

聊到什么是匠心，张大斌想了
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他会继续坚持
做下去，直到做不动的那天为止。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匠心

坚持传统木工40多年的张
大斌显然是个不怕麻烦的人。

“我小时候学艺的时候，讲
究3年学徒、4年从师，要自己独
立出来工作需要很长时间的打
磨。不像现在，有些学徒3个月
就可以出师做木工了。”张师傅
说， 现在的木器产品多使用机

器来批量生产，用胶水、钉子固定
虽然快，但也坏得快；而榫卯是老
一辈传下来的智慧与技巧的结
晶， 使用这种老手艺才能让木制
品保存百年不坏。

“各有千秋，各取所需。”对于
现代的木工制作， 张大斌如此评
价。

保存百年的秘密榫卯

一盏灯，几张椅子，满墙的
工具， 完工或半完工的木质工
艺品装满了张大斌的工作室。
百花巷紧临热闹的黄兴南路商
业步行街，这里却闹中取静，难
得的宁静。

张大斌清瘦，话不多，一辈
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木材打交
道。在他看来，做好这些精细的
玩意儿不仅需要精湛的手艺，
更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这个首饰盒我做了整整
两个月，没用一钉一胶，但是我
敢保证绝对很牢固。” 张大斌告

诉记者，中式仿古嫁妆盒粘合运用
的全是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需经
过十二道工序才能完成。老张话语
间透着老手艺人的自信和骄傲。

“你看，这里凸出来的部分叫
榫，凹进去的部分叫卯，两者一契
合， 木头和木头之间就可以完美
连接，这种工艺就叫榫卯。听起来
很简单， 真正要做到完美契合很
难。手艺好的，两者一契合，表面
连细微的缝隙都看不到， 完全就
是一个整体。”张大斌略感遗憾地
表示，“现在用榫卯工艺做东西的
人太少了，也许是怕麻烦吧。”

半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坚持

垃圾偷偷倒进邻家餐厨垃圾桶，罚！
饺子店老板拒不承认，城管找到证据，开具300元罚单

误区一：厕纸也是纸，可以
回收。

实际上，厕纸遇水即溶，不
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
有餐巾纸、厨房用纸等，也不可
回收，都属于“干垃圾”。

误区二： 干的纸尿裤是干
垃圾，湿的是湿垃圾。

实际上， 不论纸尿裤湿不
湿，都是干垃圾。干垃圾和湿垃
圾的区别， 不是以含水量来辨

别， 湿垃圾是指容易腐烂的生
物质废弃物， 干垃圾是指有害
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
垃圾。

误区三：大骨头从厨房来，
属于湿垃圾。

实际上，大骨头属于“难腐
蚀”且“质地坚硬不易粉碎易损
坏湿垃圾末端处理设备” 而被
列入“干垃圾”。类似的还有榴
莲壳、椰子壳等。

误区四： 将湿垃圾装袋子后，
直接扔进垃圾桶。

常用的塑料袋即使可以降解，
也远比湿垃圾更难腐蚀。正确的做
法是先破袋，将湿垃圾倒进“湿垃
圾”桶，再把袋子倒进“干垃圾”桶。

误区五：过期食品连带包装一
起丢进垃圾桶。

过期食品， 比如受潮的瓜子，
易腐烂，属于湿垃圾，而包装属于
干垃圾。

注意这些垃圾分类误区别中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