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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在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狮子山社区李秀英老人家
里，“
辣利婆”正在进行每日的例行慰问。
记者 杨昱 摄

“
辣利婆”来帮忙
独居老人不孤单
中老年志愿队员最大65岁，最小55岁
常言道，千金难买邻里情。在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
道狮子山社区，温馨感人的场景每天都会上演：一群可爱
的中老年志愿者，按时出现在小区独居老人们家中，为他
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忙购物，陪同聊天，或是静静地
当一名聆听者……
9月15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近这些社区“辣利
婆”，听听她们那些邻里互助的故事。（扫报眉二维码看温
情视频）

“
辣利婆”组团，排解独居老人忧愁

今年63岁的贺爱君是狮子
山社区一名党员志愿者，她与十
来名姐妹一同组建了“
社区辣利
婆”志愿队，在闲余的时候为邻
里做些实事，发挥自己的余热。
“秀娭 毑 ，我 咧 ，小 贺 咧 ！”
15日上午，贺爱君照常敲开了
八 旬 独 居 老 人 李 秀 英 娭 毑的
家门，“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到外
面喊一声， 我们马上来帮忙。”
“
要得，要得。谢谢你们呢！”秀娭
毑紧紧握着贺爱君的手， 连 连
表示感谢。
“我们 在小 区生 活 了 10 多
年， 街坊邻里关系都很融洽，跟
小区里很多老人相比， 我们还算
年轻的， 也想为他们做些事。”贺
爱君告诉记者， 她所居住的小区
是一个开放性小区， 通过成立志

愿者 团队 实现 管 理自 治。2019
年起， 志愿队响应社区号召，重
点关注社区的独居孤寡老人，和
睦邻里。
社区辣利婆”志愿队队员最
“
大年龄65岁，最年轻的也有55岁，
个个雷厉风行， 热心又能干。只
要是小区里的老人有需要，她们
都会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帮忙。独
居老人但凡有个三病两痛或是
腿脚不便， 她们都会主动上门
“
揽活”，轮流照顾。
“
说实在的， 现在老年人不
缺吃喝不缺钱，就是太寂寞。”贺
爱君说，很多老人的儿女不在身
边，“
陪聊”也是志愿队很重要的
一项工作， 陪老邻居唠唠家常、
下下棋，让小区独居老人们感受
到邻里间的温暖。

邻里情深，独居生活不孤独
开发公司片区的狮子山社
区综治宣传点，是贺爱君的办公
所在地， 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9
点，都会有“辣利婆”在这里坚
守。 小区里的老人需要帮助，来
这里准没错。
“我子女都在常德工作，我
一个人住。‘辣利婆’们都十分关
心我， 总是问我要不要送餐，虽
然我身体硬朗完全能照顾好自
己，但晓得有人关心还是蛮感动。”
70岁的李爹爹自己独居，除了去姊
妹家串门， 大部分时间都在社区
度过。2019年11月4日，老人因为
肺结节住院， 邻居们都自发到医
院看望，
“
志愿队队员们还轮流照
顾我，当时都感动得哭了。”李爹爹

告诉记者，自他出院回到家里，
“
辣
利婆”们就把定期上门帮忙打扫的
活揽下了，
“
她们年纪也都不小咯，
我还是想花钱请保洁人员来打扫，
不想太麻烦她们。”
记者采访发现，“辣利婆”们
会把巡逻动态发 到微 信群 里 ，
“
江爹爹出来散步了”“化工厅的
陈娭毑在秋坪和邻居聊天，很开
心”“
光大周娭毑今天去河西了”
“
昨晚我们听到救护车响， 生怕
邻居家出了事。”……“辣利婆”
卢大兰告诉记者，“小区的老人
多，都是老街坊，谁家有事都会
搭把手，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李珊莹
视频剪辑 刘品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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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下午，常敏给李淑纯老人提前送上中秋月饼。 通讯员 供图

邻里间最近距离：
我家钥匙交给你

编者按

5年如一日照顾老人，胜似“母女亲情”

在生活节
奏越来越快，年
轻人越来越忙
碌的今天，许多
独居老人的生
活状态成了被
大家忽视的角
落。好在还有一
群热心肠的志
愿者们，愿意走
进社区身边独
居老人们的生
活。长沙天心区
金盆岭街道狮
子山社区的“辣
利婆”们自发组
团，主动帮独居
老人排忧解难；
麓谷街道桔洲
新苑小区的常
敏在服务好帮
扶对象之余，细
心照顾邻居5
年。她们为身边
老人们带来春
风般的温暖，也
为社会带来更
多的正能量。

“李娭毑，起床没？今天天气冷，衣服多穿一件哦。”9月14日早
上， 家住长沙麓谷街道桔洲新苑小区的常敏下楼来到李淑纯老人家
门口，照例喊了一嗓子。听到了答复，她才安心离去。
每天一声问候， 有需要时总是第一时间赶到， 常敏坚持了5年
女儿”。
多。在82岁的李娭毑眼里，常敏早成了她的“

病床旁，她像亲人般事事尽心
9月14日，记者来到李娭毑家，提起
常敏，老人赞不绝口，“她就是我的亲人
啊，对我太好了！”老伴早年离世，女儿不
在身边，李娭毑一人生活不便，常敏成了
她的
“
亲人”，对她的照料无微不至。
“之前 我看 娭毑 经 常在 楼下 坐 着 ，
知道她一个人生活， 我就想着有个人陪
她说说话，不会孤单寂寞。”熟识之后，
常敏经常到李淑纯家里串门。 做了好吃
的，也会给老人送一份。

3年前的一天，李娭毑不慎摔倒了，
动弹不得。此时，常敏恰好路过，赶紧将
老人送到医院救治。转院、陪护、送饭、
喂水、擦洗身体……虽是邻居，病床旁
陪护的她像亲生儿女一样事事尽心。
从那以后，老人就将一片家中的钥
匙交给了常敏保管。常敏上门更勤了，帮
老人打扫卫生、做饭，陪她聊天，就像一
家人。
“
给我一片钥匙，是对我的信任。那
我更应该好好照顾她，多来看看。”

举手之劳，会一直坚持下去
提起
“
大忙人”常敏，桔洲新苑小区大
多数老人都要夸上几句。 在小区物业公
司上班的她是社区第一批优秀志愿者，
矛盾调解、文明交通劝导、
“
一帮一”帮扶
老人，每天忙个不停，走路都
“
带风”。
“刚刚出锅的桂圆炖鸡， 给您送一
碗。”“我老公从外地带来的橘子， 您尝
尝。” ……李娭毑并不是常敏的帮扶对
象，但是常敏在服务好自己帮扶对象的
同时，总是不忘陪伴照顾她。

“
老人没有收入，发现她有个三病两
痛的，我都会帮她买药。”常敏熟悉李奶
奶的身体状况，买回来的药，她会在药盒
子上写明一日吃几次、一次吃几粒。
下午， 常敏再次来到李娭毑家，带
来了老人喜欢吃的月饼。将月饼送到李
娭毑手中，“都是些平常的小事，举手之
劳。别说坚持5年，以后还有好多个5年，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殷宇璐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元亨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补正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湖南元亨融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将相关债权依法
转让给湖南元亨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于 2020 年 8
月 6 日在《三湘都市报》中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
合公告》； 现双方就相关债权转让事宜联合发布本次债
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补正公告如下：
本次公告载明的下列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的全部债
务人及其担保人，应立即向相关债权的合法受让方湖南元
亨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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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 442 号新湖南大厦
2502B
联系人：楼先生 135667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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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1722692
办公室电话：0731-88802156
2020 年 9 月 16 日

公告资产清单
债务人名称

本金(元)

湖南鑫铭化工
14,441,987.78
股份有限公司

利息(元) 利息计算截止日
-

2017/5/31

担保情况
保证人李海龙、周帆、湖南融兴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鼎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衡阳鑫龙化工实业有限公
司、衡阳市融兴投资有限公司、陈昭武、陈小平、段明

担保方式
保证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湖南元亨融通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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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营业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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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