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1日讯 “有工人在倒
模的时候被卡在有40多度高温管道
里了！”11日凌晨1时24分，岳阳市平
江县消防救援大队首家坪路消防救
援站接到来自平江县三市镇一修筑
路桥公司的报警电话，消防救援站指
战员立刻赶赴现场救援。

卡住工人的管道为现浇路桥管
道，被卡的工人体重在170斤左右，
在倒模时不慎被卡在管道内模和
管壁之间。空间极其狭窄，被卡位
置距离管口约18米， 且通风不畅。
消防站指导员彭艳波立刻联系医护
人员， 并安排了一位个子较小的施
工队员为被困工人送去葡萄糖液和

盐水，补充身体机能。
“在侦查中我们发现， 从管道内

部破拆救人可行性不大。” 由于空
间狭小，温度极高，且管道质量为高
标钢混结构， 破拆救援难度大且容
易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救援
人员放弃了从内部破拆的方式。与
施工现场高级工程师商量后，果断
采取拆模钻孔与加固防护同时进
行的方式进行救援。

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指
战员成功救出被困工人，送上等候多
时的120急救车。由于救援过程中保
护和救援措施得力，被困工人仅受皮
外伤。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安鑫

工人被卡高温管内 消防紧急救援

刘 春
香 给 社 区
独 居 老 人
喂粥，整理
家务。

王先生
供图

社区20多位老人有位贴心“共享女儿”
帮忙买药做饭陪唠嗑20年，还拉上丈夫照料 自己患病的父母也表示支持和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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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南元亨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湖南家华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湖南元亨
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
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及相关附属权益， 依法转让至湖南家华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湖南元亨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
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湖南家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
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
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湖南家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担保合同及相关附属权益文件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湖南元亨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长沙市岳麓区奥克斯广场国际公寓 B 座
2136 室
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13501722692

湖南家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222 号永升商业广场
C3栋 3101室
联系人：康小姐 1511595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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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 12日

湖南元亨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湖南家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截至利息计算截止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湖南家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保证人的共同义务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承继人等。如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持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还款义务或者承担清算义务。

说明： 利息暂计算至 2019年 7月 21日

单位：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合计

1 湖南金虎再生资源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18,163,678.91 2,041,935.08 20,205,613.99

公告资产清单

长沙市望城区丁字湾社区，几位老人谈起他们的“共
享女儿”，脸上都洋溢着笑容。8月11日，社区的一位大爷
拉着三湘都市报记者说，“她像亲闺女一样， 谁有点状况
马上就来了。哪个老人有点三病两痛，都总要上门看望询
问……”“一听到哪家有困难， 香妹子就马上就来帮忙。”
一位娭毑也急忙补充道。

这位被街坊邻居交口称赞的“小棉袄”，老人们的“共
享女儿”，就是46岁的刘春香。20年来，她热心无偿陪伴
社区中的20余位孤寡留守老人，每天买药、做饭、聊天，像
亲女儿一样随叫随到。

借钱开办养老院 待老人如家人，老人临终将老伴托付给了他

“袖珍院长”撑起老人们一片天
提起“袖珍院长”，常德市桃源

县福嘉泰养老院的老人们无不竖起
大拇指，“小个子院长好样的， 一直
把我们当亲人对待， 住在这和家里
一样。”这位“袖珍院长”就是70后陈
华，他自小身体患疾，身高只有1.3米，
但却自立自强，已开办养老院12年。

目前， 他开办的养老院里住着
45位老人，大多数80岁以上，他与老
人形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成为老
人们的贴身管家， 也成为远近闻名
受人尊重的“袖珍院长”。

借钱开办养老院

“我是一个残疾人，和老人一样
是弱势群体， 我就想尽我自己的能
力去帮助他们。”陈华表示自己办养
老院的初衷，“我从小是外婆照顾大
的，我记得那时候外婆老了，子女都
在外，没人照顾她，后来我的母亲也
面临一样的局面， 让我萌生了开养
老院的想法。”

2008年，陈华向亲戚朋友借了几
万块钱， 开始在常德德山办起了民办
养老院。陈华介绍说，公办养老院主要
针对的是五保户老人， 现在独生子女
多且大多外出打工， 许多普通家庭的
老人独居在家无人照顾， 单独请保姆
护工的价格又太高。

2019年， 受到李家州社区的邀
请， 陈华来到桃源县陬市镇李家州

开办了福嘉泰养老院， 除了照顾老
人们的饮食起居， 他还经常组织老
人开展活动，去周边景点游玩，跳广
场舞，学太极拳，与老人们其乐融融，
打成一片。

把老人当家里人

“老人们都很孤独， 需要关爱。”
陈华在采访中多次表示，“办养老院
没有什么诀窍， 把老人当家里人便
是最好的诀窍！”每天陈华都会到养
老院，和老人们聊天，嘘寒问暖，量
体温、测血压，仔细盘问老人的身体
和心理状况， 教老人们用智能手机
与子女视频聊天……

提到在养老院最让陈华感动、
也最有成就感的事是发生在两年
前，陈伯因身体原因，弥留之际，一直
在等着陈华回来。“最终我见到了陈
伯最后一眼，在床前他拉着我的手嘱
咐道，他老伴就交给我照顾了，他相
信我。”陈华回忆道，这种临终托孤的
信任让他热泪盈眶，此前陈伯子女曾
因养老院条件简陋想接走他，但他和
老伴一直选择留在养老院。

“照顾老人没有别的， 就是一颗
真心”，陈华说，希望以后养老院可以
办得更大更好， 老人们辛苦了一辈
子，希望独居的老人们都能享受到好
的养老服务。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殷宇璐 陈自德

8月10日，在福嘉泰养老院，陈华和老人聊天。 通讯员 供图

远离长沙市中心区域的
丁字湾社区，刘春香家所在位
置地势较高。“以前社区没有
通自来水， 路面坑坑洼洼，到
下雪结冰的时候更是难以行
走。” 因为担心孤寡留守老人
们摔倒，刘春香每天赶早挑水
送到各户老人家中。

两年前，她家附近的这条
路才得以硬化修缮。即便路况
好点了， 但是一到下雨天，老
人们出门买菜购物还是不方
便，帮老人们买菜送菜的活被
刘春香揽下了。

比起生活上的照顾，这位
“共享女儿”最让老人们喜欢的
就是热情，只要她一露脸，空落
落的家里立马就热闹起来。

“春香啊，终于盼得你来，
我口都要闭臭了。” 刚踏进同
社区的郭娭毑家门，堂屋里就
传来声音。 郭娭毑爱热闹，平
日里最喜欢去邻居家唠嗑。不
料一次洗澡时不小心摔断了

双腿，如今寸步难行，整天关
在家里，心情低落。刘春香每
天都会抽时间来背着老人，去
熟悉的邻居家走走， 聊聊天。
刘春香说，让子女们不在身旁
的留守老人依然能被欢声笑
语围绕，不再觉得孤单，这比
她自己中大奖还要开心。

受到刘春香的照顾， 留守
老人们的儿女每次回家，都会
专程到刘春香家里道谢。别看
老人们嘴上不说，心里还是很
渴望有儿女的陪伴，哪怕拌拌
嘴也是开心的。
“替在外打工的邻居给父母

尽孝，端茶倒水；遇到老人突
发疾病，刘春香还拉上丈夫帮
忙送医……她做的好事可数
不过来。” 丁字湾社区文明创
建专干周海鹰介绍，“老人们
的子女都说多亏有她照顾父
母，他们才能安心工作。每次
掏钱想表示一下心意，都被刘
春香婉言谢绝。”

俗话说，“老小老小”。照
顾孤寡留守老人多年的刘春
香，“哄人”有一套。一手好厨
艺，就是刘春香的“秘籍”。

当老人们特别想念小吃
的味道，刘春香就邀请他们来
吃她亲手做的点心，行动不方
便的老人， 她还负责包接包
送。“家里南瓜熟了， 刘春香就
给他们做南瓜粑粑。 山上的野
菜正嫩，她就做蒿子粑粑。还有
红薯汤米饭，都是应季而做。”

尽管刘春香多年来把二
十余位老人照顾得妥帖周到，
其实她每天忙活完自家的事
后，还得回家帮患病的父母操
持家务。2012年， 刘春香的父
亲在劳动中摔断腿脚， 第二
年，母亲患风湿骨病进行了膝
关节置换手术，“我们看着她
真的是心疼， 家里条件一直不
好， 我们身体也不行， 多亏了
她， 给了我们身体与心理上的
支持。”对于女儿的热心，父母
也表示了支持和赞许。

有人问刘春香，“每天这
样不辛苦吗？” 这位雷锋家乡
人的回答直爽而朴素，“我乐
意为老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许多老人的子女都在外
打工，生活不易，而我所做的
也是一些小事。老人们健康开
心，子女们在外也能安心。”

■记者 叶竹
通讯员 张以绪 熊静

“共享女儿”拉上丈夫照顾留守老人

一手好厨艺，“女儿”
哄老人有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