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宝英老人（中间拿奖牌者）和她的家属近照。 受访者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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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2021年1月“湖南好人榜”
发布，20位群众身边好人上榜。2月4日，
中央文明办发布2020年12月“中国好
人榜”，全国共101位群众身边好人光荣
入选，湖南4人上榜。他们以普通人的平
凡经历，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开启了
新年温暖力量。

今年40岁的蒋峰来自美丽的新疆
喀什泽普县， 妻子关冰霞是常德临澧
人，两人早年在广东打工相识。2011年，
夫妻两人选择回到临澧，在县城开了一
家修脚店。

经过三年多的辛苦打拼，两口子凭

借着手脚勤快、为人实在，招徕了很多
“回头客”，生意也越做越红火。一个偶然的
机会， 一名福利院护工来店里修脚时抱
怨，有的老人脚指甲长到了肉里，修剪
起来难度大。

听完这些，蒋峰萌生了为院里的老
人们义务修脚的想法。蒋峰说，老人的
脚上茧厚、指甲硬，修剪起来的确费力，
相比年轻人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从
2014年开始，蒋峰几乎每隔1个半月，就
会准时来到福利院。店里不忙时，他也
会带着员工一起参与。

2月4日中央文明办发布的2020
年12月“中国好人榜”榜单中，蒋峰当
选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徐正祥
当选诚实守信类“中国好人”，彭林富、
陈信添当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

■记者 张浩

随着《民法典》的实施，今年元旦起，
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需经过一个为期
30天的冷静期。2月4日，记者从湖南省民
政厅获悉，从1月4日起至今，我省首个
离婚冷静期结束。2月4日当天，全省共
有134对268人拿到了离婚证。（扫报眉
二维码看现场视频）

【现场】
刚上班就有人来办离婚登记

2月4日上午9时， 在长沙市岳麓区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对夫妻走进了离
婚登记处。起初，工作人员还以为他们
是来申请离婚的， 正准备做相关调解
时，他们拿出了预约单，显示2月4日可
办理离婚。

这是一对80后夫妻，坐在离婚登记
处的沙发上，两人相视无语。记者注意
到， 女方还不时地擦掉眼角的泪珠。对
于为何离婚，两人都不愿意多说，婉拒
了采访, 只是按照工作人员的提示，依
流程填写资料。

“真的想好了？要离婚？”当工作人
员最后一次询问两人时，没有任何的交
流或者是对视， 双方都坚定地点了点
头。随后，工作人员将证件分别递给了
他们。拿到证后，两人头也不回地离开。
记者打听得知，双方的父母还不知其已

办理了离婚，冷静期也没有分居。

【提醒】
冷静期届满，还有30天的抉择期

“今天是离婚冷静期届满的第一个
登记日， 从上午9时起，1个小时就有3
对办理了离婚登记。”长沙市岳麓区民
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王雯辉表示，
1月4日当天申请了离婚登记的， 从第
二天开始计算30天冷静期， 待冷静期
届满后， 还有个30天的抉择期，“在抉
择期内， 都是可以选择办理离婚登记
的，如果错过了，就会被视为撤销离婚
登记申请。如果还想离婚，就又得重新
申请。”

“在受理离婚申请时， 我们会对有
意愿调解的进行心理疏导。经调解后有
近六成的人撤销申请。”王雯辉说，对于
那些真的是因为冲动而离婚的，调解员
会适时对其做心理辅导，经过一段时间
的冷静， 很多人打电话来表示撤销申
请，愿意重拾家庭的温馨。

2月4日17时，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
悉，1月4日当天，全省有597对申请了离
婚；时至2月4日，经过30天的冷静期，全
省当天共有134对办理了离婚登记。

■记者 杨昱 视频 顾荣
剪辑何佳洁通讯员 洪佳肖百万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悦元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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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转让至浙江悦元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浙江悦元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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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悦元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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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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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茂环球金融中心 4609 室

联系人：詹先生 联系电话：13867974707
浙江悦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光南路 169 号金华万
达广场 8 幢 3019 室

联系人：陶先生 联系电话：1350658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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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悦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唐明、彭禹杰、李娜

田锐

林志平、林素姿

廖春龙、夏继葵、杨勇旗

葛景江、刘玉梅、曾细林

湖南日月投资有限公司

17,992,719.05

15,978,174.76

13,960,000.00

6,973,734.64

6,300,000.00

5,000,000.00
66,204,628.45

11,109,327.38

11,816,720.88

13,183,791.75

3,297,325.34

4,867,201.26

3,818,932.07
48,093,298.68

29,102,046.43

27,794,895.64

27,143,791.75

10,271,059.98

11,167,201.26

8,818,932.07
114297927.13

191,315.00

127,386.00

217,460.00

61,456.24

56,509.00

313,775.00
967,901.24

湖南利多宝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紫名都装饰有限公司

长沙市永生彩印有限公司

怀化晟锐稀土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邵阳市景秀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浏阳河国际名酒城有限公司
累计

彭禹杰名下位于娄底市娄星区长青中街 1栋 111房的商业房产（临
街一楼）提供抵押，建筑面积为 1238.17平方米
①邵东县开发区竹岭路、 衡宝路 101、106 等 6 套面积合计 948.34
平方米房地产。 ②邵东县开发区竹岭路、衡宝路 103、105等 6套面
积合计 1285.47平方米房地产
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金星路 776 号厂房 6531.49 平方米及以上房
产所在土地 13563.21平方米
怀化市洪江区岩门 1 号工业园内 5315.23 平方米工业厂房及
9821.9平方米工业土地使用权
邵东县火厂坪镇 1814 线旁 40185.18 平方米（60.27 亩）工业土地
使用权及 7662.49平方米房产抵押。
浏阳河系列白酒共 5986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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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给老人修指甲，他入选“中国好人”

首个冷静期结束，近六成人选择不离了
全省仍有134对夫妻期满后立即办理了离婚登记 工作人员：冷静期后还有30天抉择期

本报2月4日讯 自愿
捐献遗体是两年前肖宝英
老人的百岁生日愿望，也是
深藏在老人心中的坚持。今
日，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举行的一场捐献接收仪式
上，湖南省红十字角膜捐献
爱尔眼科接收站和中南大
学湘雅医学院遗体捐献接
收站的工作人员实现了老
人的遗愿，让她在生命的篇
章上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据悉，肖宝英是目前湖南省
年龄最大的眼角膜、遗体捐
献者。

百岁生日愿望是
“捐献遗体”

2月3日， 立春，102岁高
龄的肖宝英老人停止了心跳。

肖宝英1919年8月4日
出生在湘乡县，跨越整整一
个世纪，看过硝烟、品过甘
甜、阅尽人生，年少时饱经
磨难，1951年在长沙参加工

作 ，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心地善良，为人正直。

两年前， 肖宝英100岁
生日时，她的愿望是“我自
愿捐献遗体”， 这也是深藏
在老人心中的愿望。

肖宝英在回忆录中写
道： 为了感谢党的培养教
育， 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
经过慎重考虑，征得儿孙们
的同意后，于2003年与中南
大学湘雅医学院签订去世
后无偿捐献遗体的协议 。
2004年2月20日，中南大学
湘雅医学院与香港大学医
学院协议共建中国脑库，肖
宝英成为中国脑库的首批
志愿捐献者。

“我们做子女的， 心中
虽然不舍，但还是尊重她的
决定。老人家的觉悟远超我
们年轻一代。” 对于肖宝英
的做法， 家人发自内心佩
服。

102岁的肖宝英是目前
湖南年龄最大的眼角膜、遗

体捐献者。

老人遗体将为研究
提供罕见机遇

湘雅人脑组织库负责
人、神经解剖学家严小新教
授介绍，21世纪是脑科学特
别是人脑探索的新纪元，现
代科学技术正在不断提供
探索人脑的新方法，为揭示
人脑这个最复杂器官的工
作原理提供新的机遇 。此
外，揭示人脑奥秘、开拓人
脑潜力、 促进人脑健康、攻
克人脑疾患已经成为当今
和未来最具挑战力的科学
命题之一，高寿老人的脑健
康基础是亟待揭示的神经
科学之谜。肖宝英老人的捐
献留下宝贵的脑样本，将为
人脑科学研究提供罕见的
机遇。

■记者 田甜
通讯员 潘爱华 刘紫晴

杨丽红

102岁老人成我省年龄最长捐献者
家属：捐献遗体是她的百岁生日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