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牵挂

硬汉柔情，想带老父亲去北京看升国旗
他是抗疫英雄，支援黄冈期间最牵挂的就是父亲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帮他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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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男，50 岁左
右， 身高 171cm,体
重 60Kg， 救助编号
20041301。2020 年 4
月 12 日在长沙市芙
蓉区车站南路佳境

天成路边接受救助。 该人双侧
额部有 3 厘米的伤口， 疑似精
神障碍，无法有效沟通，我站多
方寻亲未果。 请知情人速与我
站联系，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20 年 4月 21日

寻亲启事

减资公告
岳阳建辉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0万元减至
200 万元整，请各债权人自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建辉 13807303908

遗失声明
湖南省闽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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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定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30
在韶山中路 1 号潇影大厦 20
楼会议室公开拍卖旧机动车几
台。 有意者请携有效证件及保
证金每辆 1万元来我司报名。 标
的预展报名时间：4 月 27、28 日 9:
00-16:30。 预展报名地址：望城
区普瑞大道第一驾考中心。
联系电话：18867427568黄

湖南三友拍卖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港中工贸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
册资本从 5000万元减至 1000 万
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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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杨凯波，电话 13923546888

遗失声明
长沙市新威运输有限公司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
002769421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岳阳阡陌物流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10
00万元减至 500万元，现予以公
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罗俊，电话 18973065757

公 告
湖南基础建设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地址由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
中路二段 68 号双帆华晨大厦 24
06 房变更为湖南省长沙市岳麓
区西湖街道枫林一路西湖文化
园创意文化街 C5栋 A50 室。
公司原签订合同、业务关系继续
有效。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湖南安田大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4MA4L2W7T3Y） 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
公司有以下人员， 遗失爆破作
业人员许可证，声明作废。
姓 名 证件编号
李锦岚 4301000400889

遗失声明
湘乡市东山学校遗失湖南省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一份，票据
号：244679786，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执 6996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罗元林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曙光南路 321
号三力公寓 3101号的房屋、产
权证号为：716120682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516055530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6800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邓湘华名下位
于长沙市岳麓区雷锋大道 609
号天麓小区一期洋房 13 栋 406
号房屋、权证号为 715188067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长国用（2016）第 105861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
屋编号为：515079094 号的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
法院（2019）湘 1302执 1611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李曙光名下坐落于长沙
市雨花区湘府中路 189号奥林
匹克花园 13栋 205号房产、产
权证号为：710251619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
国用（2013）第 019274 号 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
编号为：510068535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 1698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湖南
双金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
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 608 号麓谷
公馆商业裙楼、地下室及公寓
楼 2层 2110 号房、权证号为 715
244342 号的房产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酷趣百货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4301040098
71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泛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邓梦菲，电话 13875941068

遗失声明
永顺县对山乡人民政府遗失湖
南省社会保险基金收款收据，
湘财通字〔2017〕起止号 0026
36002-002636040，00263604
5-002636046，002636074，002
636078-002636079，0026360
94，002636138，002636183，
002636211，002636450-0026
3645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龙华山瑞云峰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
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现予以公告。为保护本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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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
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陈良 13808421977

遗失声明
耒阳市浪花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91430481727971
609B）遗失由耒阳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发给的耒国用（2006）0219
68 号土地证，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2 执 386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谢静所有的位
于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府后路
八方小区 27B 栋 404 号的房屋、
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2011）
第 032117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5 执恢 435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林必胜名下位于
长沙市开福区金泰路 199 号湘
江世纪城湘江豪庭 7栋 2101 号
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
（2013）第 070939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紫金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湖南临
湘营业部（机构编码 204374
430104800）经股东会决议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汤兰芳，
电话：0731-88706539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李福良养殖场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城
分局 2013 年 1 月 25 日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
1226001502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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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戴天慧名下
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4
号 14栋 701号的房屋、相对应
的编号为：长国用（2005）第
028449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凯维斯酒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24301110253071，声明作废。

周世洪是铜官窑工匠代表之
一， 和铜官众多制陶家庭一样，57
岁的周世洪祖祖辈辈在泥与火之
间摸爬滚打。

周世洪出生于陶艺世家，自幼
在家人的熏陶下，对陶瓷艺术情有
独钟。 从醴陵陶瓷美术学校毕业
后，他到深圳打拼，从事陶瓷设计
工作， 一干就是12年。2013年底，
得知铜官正在振兴陶瓷产业，他毅
然选择回到家乡，在铜官国际陶艺
村创办了“和万月”陶艺工作室。

4月20日，记者来到周世洪位
于长沙望城区的陶艺工作室，一打
开门，精美绝伦的艺术作品呈现眼
前，栩栩如生的小鸟，以假乱真的
藤编鱼篓……仿佛置身于一个艺
术空间。

和泥、拉坯、蘸水、塑型、修边
……正在工作的周世洪， 并未因为
记者的造访，而放下手中的活。

“做陶瓷是一件枯燥的事，而且

又脏又累，陶艺人得有耐得住寂寞、
守得住清贫的性子， 才能做出有感
情有温度的作品。” 周世洪告诉记
者，从构思到制作，要对每一个环节
精雕细琢，力求做到完美，只要经过
他指尖的精美艺术创作， 这样的作
品才有生命力， 才能展示出陶艺魅
力。

“比如《荷韵》这个作品，它的成
型方式是泥条盘筑、捏塑、堆花，它
描述的是江南水乡情景， 鱼篓、荷
叶、小鸟相映成趣，一片祥和气氛。”
周世洪介绍， 制作上采取传统的拉
坯与盘泥条手法制作主体， 手工捏
塑制作荷叶与小鸟。 色彩上充分利
用土的原色和仿旧淡雅的绿色等来
强调色的和谐、视觉上古拙的美感。

57岁的周世洪仍保留着对陶
瓷创作的极大热情，每天的工作时
长保持在12个小时以上。 他说，每
天这样的制陶成了自己的习惯，陶
瓷作品的构思、创作过程非常艰难
漫长， 一遍遍推倒再重来是常态，
出新品、 出精品需要有匠人精神，
这也是匠心的本质。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颜蕾

“爸爸和妈妈以前聊天
时，说过很多次，想去北京看
天安门，看升旗仪式。”唐佳
宇说，自己出生前，父亲曾去
过一次北京， 但没能去看天
安门，心里特别遗憾。母亲也
是如此， 每次在电视里看到
天安门升旗，都特别期待。

不料退休不久，父亲就
中风，一直没有成行。唐佳
宇计划带他们去，却因为工
作忙碌一直没有实现。“这
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感
触很多。老人身体越来越不
好，我得尽快帮他实现去北
京的心愿。”唐佳宇表示。

得知这个心愿以后，天
天正能量工作人员立即表
示， 将与三湘都市报一起，
在疫情消除后，帮助唐佳宇
医生完成他的心愿，带着父
母去北京看升旗。

天天正能量表示，医护
人员为了抗击疫情做出很
大的牺牲和贡献，希望通过
帮助他们圆梦，来表达社会
的敬意，同时也祝天下所有
的父母都能够健康长寿。

陶艺大师周世洪：
用匠心“拿捏”泥与火的艺术

在支援黄冈市抗疫的
30天里，湖南省脑科医院
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唐佳
宇， 最牵挂的就是在长沙

一家照顾中心患有血管性痴呆的父亲唐水生。凯旋后14天的集
中休整期结束，他第一时间就回到父亲身边。尽管老人记忆力衰
退，但一眼就认出了儿子，泪水止不住地流……

“爸爸身体不好，他一直想去北京看升旗，这也是我的心愿。”
唐佳宇说。为圆梦这位战疫英雄，三湘都市报联合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将帮他达成。 ■记者李琪

唐佳宇的爸爸今年71岁，曾
是郴州宜章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外
科医生， 妈妈王宪菊是宜章县妇
幼保健院的医生。受父母的影响，
唐佳宇大学时也选择了医学专
业，成为了一名神经内科医生，并
继承父辈的那份敬畏与敬业。

2013年， 父亲不幸中风，身
体健康每况愈下。 唐佳宇把老人
从郴州接到长沙照顾， 但自己作
为医务人员，工作实在忙碌，妻子
还在医学院进修， 孩子又只有3
岁，母亲身体也不太好。反复考察
之后， 家人决定将老人送到值得
信任的养老机构。去湖北前，唐佳
宇没敢告诉父亲； 但想到疫情严
重，前方生死难卜，必须让老人有

点心理准备，“我就说想去， 可能
去，哪知道他担心得哭了。”

2月22日，唐佳宇作为湖南省
援助黄冈医疗队队员， 辞别家人
前往湖北抗疫。“在湖北一个月，
回来后隔离14天， 我最放心不下
的是爸爸。”聊到父亲，这个40岁
的硬汉哽咽到说不出话。

据护工回忆，儿子一个多月
没出现， 老人心中早已明了，每
天默默关注疫情。14天的隔离
休整期结束后，唐佳宇第一时间
看望父亲。老人家的记忆力虽日
渐衰退， 但一眼就认出了儿子，
泪水止不住地流。一个紧紧的拥
抱，父子俩都感受到对方深深的
依赖与牵挂。

抗疫期间最不放心的是父亲

父亲想去北京看升旗

让全国的抗疫英雄感受到社会的敬意，助力他们实现温暖梦想，三湘都市报与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发起“共圆英雄梦”活动，面向医护人员、警察、志愿者、快递小哥、司机、环卫工等为抗击疫
情一起努力的个人或群体，征集100个战疫英雄的温暖心愿或他们的困难及诉求，天天正能量将
设置300万元公益金，与全国媒体联动，共同组织正能量合伙人、志愿者团队，一起为英雄圆梦。

征集方式：
1、关注三湘都市报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私信留言
2、拨打三湘都市报热线0731-84326110

梦想征集 300万元公益金助英雄圆梦

愿望

周世洪在制陶。 通讯员 姚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