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妈妈化妆
感谢她的谅解

9月14日上午，三湘都市报
记者在长沙市雨花区天际岭社
区“我给妈妈化个妆”亲情体验
活动现场，遇到了带着全职妈妈
黄礼沙前来学化妆的许静雯。

“我会一点点基础化妆，想
了解下怎么给老年人化妆。”25
岁的许静雯从事社区工作，经常
与老年人打交道，每天笑眯眯的
很有耐心。“笑一天总会有累的
时候， 回家反而想无拘无束一
点，对妈妈的耐心就少了。这次
我想给妈妈化个美美的妆，感谢
她谅解我平常生活中的不耐烦，
再带她去商场逛逛，购物。”

“我和妈妈说来学习给她
化妆时， 她正在刷抖音短视
频。”许静雯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作为一名全职家庭主妇，今
年51岁的妈妈黄礼沙却跟上了
年轻人的步伐。 素颜来到活动
现场， 黄礼沙打趣道，“我平日
里也不化妆， 这半辈子买化妆
品、护肤品的钱都给女儿了。”

“化妆要根据每个人的五
官特征， 不是用五颜六色的化
妆品把自己涂成调色盘那么简
单。” 母女俩一同听完化妆课，
许静雯感叹道。 拿出带来的化
妆工具， 各种品牌的化妆品依
次摆开，许静雯现学现卖，当场
给妈妈化妆。

细细描眉
用心捕捉妈妈的美

“无论是皮肤还是五官，妈
妈的底子都很好，涂水乳再擦上
粉底，画眉，化上淡淡的眼影和
高光，涂个口红就能出门了。”自
信满满的许静雯原本以为10分
钟就能搞定的美妆， 却屡屡失
误。粉底没擦匀，口红不小心涂
歪了， 母女俩互相嘲笑斗嘴。看
着镜子里那张熟悉的脸庞越来
越美，许静雯悄悄告诉记者，通
过用心捕捉， 她发现了和平常
印象中不一样的妈妈。

“妈妈是全职家庭主妇，
油米茶盐的日子，让她觉得自
己早已是黄脸婆。 现在看起
来，原来妈妈还挺美的。”简单
的妆容， 许静雯用心地涂抹，
花了半个小时。

黄礼沙举着镜子，看着专
注于为她化妆的女儿，十分严
格地全程监督， 生怕化得不
好。等到大功告成，还特别“臭
美”地评价道，“你妈妈我还是
很漂亮的，化完妆看起来只有
30几岁！”

“愿妈妈一直年轻， 天天
开心。” 许静雯俏皮地轻声回
应，整理好化妆品，牵上妈妈
的手出门，“需要买一件漂亮
的新衣服，才配得上这么漂亮
的妈妈。” ■记者 叶竹

实习生 熊静 陈力

带上妈妈学化妆，感谢她平日的谅解
“化妆”亲情体验活动吸引了年轻人参加，与妈妈现学现描，用心捕捉不一样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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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 15 时在长沙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二楼对 G319 浏阳
天马山隧道改扩建工程洞渣进
行公开拍卖：

以上标的为整体拍卖， 起拍价
168 万元，有意者即日起可自行
实地查勘标的或联系拍卖人统
一组织查勘， 并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 16 时前（以到账为准）将
保证金 20 万元交纳至长沙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账户（户
名：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
保证金专户； 账 号：4318 9999
1010 0037 57150 00155； 开户
行： 交通银行长沙潇湘支行），
携带有效证件及转账凭证到湖
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地址：长
沙市八一路 20 号日出东方 708
室）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报名须
具有合法的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具备一定的财务能力，能够保证
洞渣石料加工和存放、后期合同
执行的长期性。申请人同时应承
诺履行至少一次举牌应价或报
价的责任，即：一旦通过竞买申
请程序， 保证按时参加拍卖会，
保证按照不低于起拍价的价位
举牌应价或报价一次。此承诺的
免责条款和违约责任条款详见
竞买协议、拍卖须知等文件。
咨询电话： 0731-82827709、
13574144073贺先生

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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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2020 年 9 月 6 日，长沙县烟草
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湖南省
长沙县大元路 39 号百世快递
仓库进行检查， 查获一批涉嫌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烟
草专卖品， 包括芙蓉王（硬）1
个品种共计 1750 条（快递单
号：18313230180），我局依法予
以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记保
存通知书号码：0004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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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联系
电话：0731-8401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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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0年 9 月 10 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在长
沙县长沙县时中路与三一大
道交叉口西南角对牌号为赣
H97576 的车辆进行检查，查
获一批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
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包括
“白沙（软）”、“白沙（和天
下）”、“黄鹤楼 (软 1916)”3 个
品种共计 206 条，我局依法予
以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记保
存通知书号码：000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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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 联系电话：0731-8401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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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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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湖南润谷农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减至 100 万元，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曾玉南，电话 18073082248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恢 768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王仙娥名下
位于长沙市书院南路 338号霞山
大厦 2001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716094459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6）
第 048413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及该房屋编号为：20160002
868、2018042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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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洁达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开
福区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开福区
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
19 年 4 月 11 日核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105MA4QD
BLL4Q 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11 执 3741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吴连山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红星大市场
A2栋 208 号的房屋、产权证号
为：708050742 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
（2008）第 017188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51307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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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1320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查
封案号（2019）湘 0102 财保 209
号】现将登记在周建斌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井奎路井塘村新星
小区明星苑 4-5栋 204号房屋、
产权证号为 00446282 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5130
20925 号的他项权证及相对应
的国土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安化县敏敏阿嫲家政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
923MA4Q5DBQ3J）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 4309235008632，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1809 号
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余志桂名下的位
于象嘴路 368 号枫华府第小区
A17 栋 601 房、 不动产权证号
为：20170141249号的房屋不动
产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
衡阳市沐茗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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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宝，电话 13975403181

清算公告
衡阳市沐林天空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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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宝，电话 13975403181

作废公告
依据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2020)闽 0203 执 8108 号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于湖
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沐风路 19 号
梅溪青秀和园二期 8栋 1003 号
房产、过户至买受人唐媛的名
下 ,将产权证号为：20190118
645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
房屋编号为：20190109641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3 执恢 344
号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
位于长沙市高桥乡火星路与雨
花路（实勘为万家丽路与长沙
大道）交叉口茶叶市场 A、B、C
栋 221 号（实勘为 A栋 2楼 21 号）
房产、编号为长国用（2006）第
005805 号的国土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4909 号
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陈帆名下的位于
长沙市高云路 77 号龙湾国际
三期 2028 栋 506 号房、不动产
权证号为：716123187 号的房屋
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516047551 号他项权证和长国
用（2016）第 164442 号国土证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2019)闽 0203执 10143 号
之八十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长沙市天心区竹塘西路 228
号环景苑 4 栋 2216 室房产、产
权证号为 715164340 的房屋所
有权证及他项权证 201700189
81、20180296563 号上的 4 栋
2216室房产公告登报作废。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1912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盛志强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二
段 517 号红星大厦 1519 号房屋、
产权证号为：711126848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长国用（2012）第 005784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
号为：20170350312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张丽遗失第二代身份证， 号码
433126198108304523，声明作废。

“通过用心捕捉，发现了和平常印象中不一样的妈妈”。 三
湘都市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长沙市雨花区孝为先社工
服务中心发起的“我给妈妈化个妆”亲情体验活动，连日来在长
沙市雨花区曲塘、天际岭等社区连续举行多场线下活动。有年
轻人带妈妈来现场学化妆， 也有带娃宝妈前来请教
如何利用闲暇时间改变自我形象……

时间：9月14日晚8时18分许。
地点： 长沙市天心区永宏佳

园小区。
事件：小男孩独自在家，翻出

13楼阳台被防盗窗卡住“悬空”半
小时，邻居报警，有惊无险。

本报9月14日讯 “有个小孩
‘挂’在阳台外面！”今晚8点18分
左右， 长沙市天心区永宏佳园小
区某栋13楼出现了令人胆战心惊
的一幕： 一名小男孩半截身子悬

在阳台防盗窗外， 仅靠脚尖踩在
墙壁外沿维持平衡， 随时都有坠
落的危险。听到哭喊声，热心邻居
第一时间拨打了110和119求助，
在各方人员共同努力下，10分钟
不到，小男孩安全获救。

“天都黑了， 孩子没法往回
爬，悬在半空中。”长沙市天心区
金盆岭街道天剑社区工作人员廖
伟民介绍，事发时，社区正在小区
开展人口普查上户工作， 突然听
到居民反映， 小区有小朋友挂在
了13楼阳台外面。 社区工作人员
马上报警， 并联合闻讯而来的热
心居民拉起床单、铺上被子，以防
孩子不慎掉落。

10分钟不到， 消防救援人员

与民警相继赶到，迅速破门进入了
小男孩家中，把他从防盗窗拉回了
屋内。“孩子的父母外出，把他一个
人反锁在家里。 因为找不到家人，
小孩子就想着从阳台翻出去，搭着
塑料凳子翻出了防盗窗，结果被卡
在护窗上，半个身子悬在空中。”廖
伟民说。

据了解，小男孩大约6岁，获救
时，已在阳台外站立近半个小时。

事发后，孩子的父母也闻讯赶
回家中，安抚孩子的情绪。对此，社
区工作人员向孩子的父母提出了
批评，不应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

在此提醒各位市民，高层住户
不要让孩子独自在家，以杜绝此类
事件的发生。 ■记者 杨昱

男童13层楼外“悬空”,邻居赶忙拉床单铺被子

9月14日晚，长沙市天心区永宏佳园小区某栋13楼住户家中，消
防救援人员将卡在防盗窗的小男孩救回屋内。 视频截图

9月14日，长沙市雨花区天际
岭社区， 许静雯为妈妈黄礼沙化
妆。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