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亮近照。

常新成在阅读《法制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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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本单位不慎遗失湖南江域置业有限公司位于

添阶商业广场小区 3 栋 2803 室物业专项维修资
金交存证明白色业主联及红色有关单位留存联，
业务宗号 201810100140，声明作废！

林京源于 2020 年 09 月 27 月遗失 （证号 ：
430103197109221074）二代身份证，声明作废。

雷淑英遗失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大学毕业
证书,证书编号:139231201006001242,声明作废。

刘兵遗失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证号：
4319021001809， 成绩：88.1， 考试时间：2019 年 4
月 13 日，声明作废。

本人苏乐，女，汉族，1988 年 10 月出生。 因搬

家不慎遗失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士学位证书
原件，编号:1054242012004494，和研究生学位证书
原件，编号:1054232015001345，特此声明作废！

钟苏遗失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毕业报
到证，证号 202012653200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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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3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
记在吴继花、 吴志明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万家
丽南路一段 226 号碧水龙庭 3 栋 2201 号房屋，产
权证号为 20170028292、20170028293 号的房屋不
动产权证与编号为 20170026805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 我机构拟对位于双

峰县永丰镇工农北路 17 号（双峰县商
务粮食局家属楼 2 栋 401 房），湘 2019
双峰县不动产权第 0009575 号不动产
予以转移登记（因法定继承取得，被继
承人 ： 曹金莲 43252219370227004Ⅹ。
继承人 ：陈卫 432522196312288184。 ）
现予公示。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示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至
双峰县政务中心不动产中心 ，0738-

6821186。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
成 立 的 ， 我 机 构 将 予 以 登 记 。

双峰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 年 9 月 29 日

遗失声明
因不慎遗失全称为：”醴陵市困难

职工帮扶中心 ” 银行开户许可证号
J5525000223801，现特声明作废。

声明人：醴陵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2020 年 9 月 28 日

广告：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热线电话：4001109919
本栏目由报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协办

全国税收筹划，个体户设立咨询：4001080366

□常新成

全国法制类报刊有很多种，我独
爱你———《法制周报》。 每年一到报刊
征订季， 我都会早早地赶到邮局，订
上一份《法制周报》。 时光荏苒，沧海
桑田，永远不变的是我对《法制周报》
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愫与挚爱。

提到我与《法制周报》的故事，还
得从 13 年前说起。 2007 年 12 月，我
以北京奥运会火炬手的身份前往长
沙宣传北京奥运。 晚上，我在下榻的
酒店吧台上看到了一份《法制周报》，
粗略浏览一下后 ， 觉得内容丰富多
彩 ，版面大气新颖 ，就把报纸拿到房
间里认真阅读起来。 读完后，我将其
装入行囊，带回家。 我酷爱收藏古今
中外的报纸，《法制周报》让我家里的
收藏品又多了一份珍品。

自此，我与《法制周报》结下了不
解之缘。

起初，我托长沙的报纸收藏爱好
者给我邮寄《法制周报》，他所在的单
位订阅了几份《法制周报》，但因为喜
爱看这份报纸的人太多了，朋友很难
找全《法制周报》，只能隔三岔五地寄
几份给我。 后来，我就到邮局订阅了
一份《法制周报》，成了我工作生活中
非常得力的“助手”。

当时，我担任一家企业的宣传科
长，运用《法制周报》对员工开展法制
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将上面的重要文
章转载到企业内刊上，供员工学习和
借鉴。 工作之余，时常有人来向我咨
询法律方面的问题 ，我凭借阅读 《法
制周报 》而获得的法律知识 ，轻松为
咨询者解疑释惑，为求助者调解各类
矛盾，成功为弱势群体维权。 我在当
地成了小有名气的“业余调解员”“编
外律师”。

2016 年起，我担任一家志愿者协
会会长，致力于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的关爱帮扶工作。 我在工作中发
现，不少留守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因

为亲情的缺失而疏于教导，法制观念
非常淡薄， 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气，甚
至游走于违法犯罪的边缘 。 我就将
《法制周报》上的案例报道编成“法制
小故事”。 每次去开展校外辅导时，都
要讲给小朋友听。 后来，我又将《法制
周报》上的一些精彩图片和文章剪下
来 ，粘贴到展板上 ，带到各乡镇的校
外辅导站巡回展出 ， 要求孩子们写
“观后感”，给写得好的孩子发放学习
用品作奖品，鼓励他们学法、懂法、守
法。

今年 8 月 6 日， 在泰兴市司法局
的推荐下 ，我参加了 “泰州市首届普
法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 现场评审活
动。 经过激烈答辩，我从 27 名入围者
中脱颖而出，取得了总分第三的好成
绩。 日前，我被泰州市司法局授予“优
秀普法志愿者”称号。

当我走上领奖台的时候，内心充
满了对《法制周报》的感激之情，我能
获得这样的荣誉，《法制周报》功不可
没。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兴市温馨之
家志愿者协会

《法制周报》永伴我成长

感谢你，成就了我的梦想主办：《法制周报》
协办：湖南子曰道德律师事务所

我和《 》的故事

联系电话： 0731-85539535；85058592；13707499555
地 址：长沙市岳麓区西湖公园 58 小镇 B3 区 118-120

湖南子曰道德律师事务所

□魏亮

岁月悠悠，时光飞
逝。 不知不觉间，今年
的 8 月 22 日，《法制周
报》 迎来了 15 岁的生
日 。 作为一名忠实读
者，回顾与《法制周报》
的点滴往事，我感慨万
千，记下和她的几个难
忘瞬间。

处女作发表，助文学梦启航

我与《法制周报》相识很早，记得初次相识是在省第一师范学院东方红校区的
报刊阅览室。 当时，我正在文史系读大二。 由于爱好文学写作，我常去报刊阅览室
看书看报。 2005 年 9 月，我初次拜读《法制周报》，感觉文章专业性强，满满的正能
量。

此后，每到周一，我就会去报刊阅览室看《法制周报》。 2005 年 12 月 26 日，《法
制周报》在大量报道吕曦东、文花枝等平民英雄的先进事迹后，面向社会组织开展
“80 后还需不需要道德偶像”征文活动。我决定参赛，当时想的是重在参与，获奖不
获奖不重要。 12 月 31 日，我连夜写了一篇纸质稿《道德偶像永存心中》，次日就通
过学校收发室的邮筒寄给报社。

2006 年 1 月 9 日下午 4 时 30 分，我在翻看当天的《法制周报》时，惊喜地发现
我的豆腐块在该报 02 版发表了， 我还发现我的初稿经过了编辑的精心修改和润
色。 这是我文学写作之路上发表的“处女作”，是《法制周报》给了我机会和展示的
平台。 1 月 16 日，我就收到了《法制周报》寄来的样报，不久，又收到了人生中第一
张稿费汇款单。 最终，我获得三等奖。 记得当时，我获奖的消息传开后，同学们都纷
纷向我祝贺。 这次获奖属于省级奖励，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被记入了我的个人档
案。

大学毕业后，我应聘到省博物馆开放管理部 ，订阅了《法制周报》，也参加过
《法制周报》几次征文比赛，又获了奖。 不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化，我的文学梦始终没
有改变，至今，我已在各级报刊、杂志、内刊发文数百篇。

化解亲戚纠纷， 普法最实用

《法制周报》宣讲的法律知识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可读性和实用性。我通过上面
的法律解读栏目，深以为是。

2016 年 4 月，我的姨妈车祸去世。 根据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姨妈获赔 21 万元。
姨妈有三子一女，姨妈归大儿子赡养。三儿子是重度肢体残疾，无任何劳动能力，归
二儿子照顾。 21 万元怎样分，子女之间产生了分歧。 大儿子一家认为，母亲归他家
赡养，21 万元应全部归他家。 二儿子认为应归三儿子所得，女儿认为 4 人平分最合
理。 我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根据《法制周报》上有关案例进行分析，去各家做工
作，依法依理说服他们。 最后，大家终于达成共识，大儿子将 7 万元给三儿子，由二
儿子代管。 二儿子和女儿不参与分配这笔钱。 这一次成功化解亲戚间的纠纷，我认
为是《法制周报》基层普法教育的鲜活案例。

面向读者，开门办报

2010 年 12 月，我接到《法制周报》记者齐果的电话，通知我参与的报庆征文获
奖的喜讯，并邀请我参加《法制周报》五周年读者见面会。 我欣然应允。

见面会举行当天，我领取了征文获奖证书和奖金。 在座谈会上，我对报纸提出
了多条建议和意见。 报社领导听后说，要相关人员记录我的建议和意见，并研究解
决办法。 次日，我的建议还登了报。 随后我发现，我所提的建议基本上都被报社采
纳了并作了改进。 我能深深地体会到《法制周报》是一份负责任的报纸，是一份有
大情怀的报纸。

《法制周报》是一份伴我成长的报纸，是我的良师益友，是化解矛盾的帮手，是
工作学习中的助手。 更值得我们真心拥有!

15 年风雨，《法制周报》无论怎样改版，始终不忘初心，服务读者，服务人民，让
人感动!

祝福她在以后的日子里越办越好！
作者单位：长沙市岳麓区三汊矶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