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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7日讯“太感谢了，
要不是你帮忙，我这饭店现在就
成一片灰了！”昨日，长沙县黄兴
镇一饭店老板找到退役军人毛
威，激动地握住他的手。几天前，
他经营的餐馆遭遇火灾，正好路
过的毛威和周边热心群众一口
气用了30多个灭火器，成功控制
住火势，把损失降到最低。

滚滚浓烟冲天而起，慌乱的
人不断从燃烧的餐馆中跑出来，
看着越来越大的火势不知所措。
直到路边一名男子提起灭火器
率先冲上屋顶。3月27日，这一幕
发生在长沙县黄兴镇光达社区
高岸子组。冲上起火餐馆屋顶救
火的男子名叫毛威，是镇上征地
拆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一名退
役军人。餐馆起火时，他正好路
过，当机立断从旁边一家酒店里
抄起灭火器，冲进院子，爬上房
顶开始救火。

大火从餐馆厨房燃起，一路
引燃积累的油垢，沿着通风管道
蔓延，火势越来越大。“快！还要

灭火器！” 见到有人率先冲了上
去，周围的热心群众也纷纷从周
边的店铺拿来灭火器，加入扑救
队伍。

冲在最前面的毛威被浓烟
呛得难以呼吸，时间一点一点过
去， 身后的灭火器空罐越来越
多，火势越来越小。

终于，在用光了30多个灭火
器后，大火被成功扑灭。走下屋
顶，开始大口喘气的毛威已经满
脸漆黑，头发被高温烫得卷了起
来。 拍了拍身上厚厚的灰尘，他
与其他热心群众一块离开了现
场。

“火势那么大，你不害怕吗？
万一屋顶烧穿了怎么办？” 面对
询问， 毛威表示：“当时情况紧
急，真没想过这些。”退伍之后，
毛威考取了消防证，有着扎实的
消防技能，并且参与过两次火灾
救援。 提起这些， 毛威很自豪,
“群众生命财产有危险， 我第一
个上！”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彭祝君

《小车冲进池塘，村民合力救出一家４口》后续

正能量！勇救一家4口的热心人获奖
被救车主一家设宴答谢救命恩人 获奖村民：目的就是救人，没想过图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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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争分夺秒救人的
身影，

跑赢了死神，
用善意和勇敢，
给了一家四口第二次

生命，
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

和希望。
砸窗救人，水中坚守，

爬进车内解救……
浑身湿透的他们携手

救人一幕，
定格了寒雨中的最暖

瞬间，
也让我们看到三张朴

素面容下热忱勇敢的心。
万元正能量奖励，
向他们致以万分敬意，
他们把自身安危放在

一边，
奋力救人一往无前。
热血出手， 尽显好男

儿本色。
愿每一次生命历险，
都能化险为夷；
也愿每一份大义付出，
都能听到世间回应。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恢 2291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被执
行人彭汉忠名下的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中意一路农博览中心住
宅小区 4 栋 201号房产、产权证
号为：00446928 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
（2007）第 011729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及编号为 514082722、
515030571、20180285845 号 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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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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5895159经办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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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我公司自 2019年 10月 26日启用
备案的新公章并二次登报予以
公示。 现仍发现有冒用我公司
公章签署文件，合同的行为，
为此，我公司再次郑重申明，
凡非使用我公司新公章所签订
的一切文件均系无效，所有的
法律后果自负。

湖南上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关于启用新公
章的再次公告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恢 815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被执行人彭勇名下的位于长
沙市芙蓉区五一中路 011 号（现
085 号，实勘五一大道 363 号物
贸小区）第 004 栋 601号的房屋、
产权证号为：私 010451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与编号为：长国用
（1999）第 023624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02 执 860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谢春名下的坐
落于长沙市开福区高冲路 8 号
绿地北外滩 22栋 301 号的房屋、
转移登记至买受人刘求香名下；
将产权证号为 20190181817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 为 ：20190158595 号 的 他 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恢 45 号
之一， 原（2020） 湘 0102 执
4798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何菊名下位于
长沙市芙蓉南路四段 1111 山
水印象 G21 栋 402 房证号：
715332045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
和 对 应 证 号 ：20170050864、
20180222636 他项权证和长国
用（2015）第 134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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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
法院（2020）粤 0309 执 7888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余家驹名下的坐落
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
路 1299号城际新苑 36栋 2305 号
房产、转移登记至蒋秋月名下；
将产权证号为 20190139975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 20190126140 号的不动产
登记证明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谭云婷于 2021 年 4 月 4 日遗
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1119
900128036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石门县东城区芦垭煤矿遗失
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湘财通字 (2010)0775697166、
(2008)0580380505，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02 执恢 3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侯腾名下位于
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路 999 号万
境水岸嘉苑 10栋 405号的房屋、
产权证号为：714326024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长国用（2016）第 152274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
号为：20180270589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购房人付水林， 身份证号
码 ：432326197909072254， 订
购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 12 栋
1 单元 16层 04号房， 因本人
保管不善，将该房屋收款收据
（金额：205113 元， 票据号：
0038601）原件遗失，现声明房
款收据原件作废。

◆付水林遗失湖南省恒大健
康城的收款收据一张，收据编
号： 付水林 (金额：205113.00
元)，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21年 3月 28 日， 长沙市公
安局望城分局水上派出所接
报警：在湘江流域望城段发现
一具男尸，年龄约 33 岁左右，
身高约 173cm，身穿红色卫衣
和黑色裤子，如有上述失踪人
员请与我所联系。 联系人：周
警官 电话：0731-88088110

◆袁英（公园里专卖店）遗失特百
惠（中国）有限公司开具的保证金
收据，金额 5000元，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函
曾庆龙、何顺珍、宋贻强：
依据 2021 年 3 月 31 日债权
转让合同， 我行已经将长沙
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8）湘
0105 民初 526 号民事判决书
项下对你们的债权全部转让
给 曾 勇 （身 份 证 号 ：
43011119740809081X）。请你
们接到本债权转让通知后向
曾勇履行全部义务。 本债权
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同
意不得撤销。
特此通知！
通知人： 长沙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沙坪支行

2021 年 03月 31 日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宇弘商品信息咨询服
务部遗失财务章一枚，特此声明。

公 告
2021 年 1 月 26日，长沙县烟草
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长沙县

梨物流园 A5 栋 13-14 号宏
昌盛物流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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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天下）”、“芙蓉王（硬）”、“黄鹤
楼（硬峡谷柔情）”3个品种，共
计 148 条， 我局依法予以先行
登记保存（先行登记保存通知
书号码：000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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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1 日，长沙县烟草
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在长沙县
湖南物流总部 3 号仓库门前对
牌号为湘 A53B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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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软蓝）”、“玉溪
（软）”、“利群（新版）”等 8 个品
种共计 583 条， 我局依法予以
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记保存
通知书号码：0004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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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12 执恢 12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陈琪与案外人杨丹
共有名下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
劳动东路 139 号新城新世界小
区 A12栋 3306 室房屋、产权证
号为：716228379、716228365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20190153121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小车不慎冲进了池塘，寒雨中，陈培冬、许雄辉、王天宝
3位热心人纵身跳入没及胸口的水中，将被困的一家4口救
上岸（详见本报4月7日A06版）。

三湘都市报第一时间报道了他们不顾生命安危， 下水
救人的事迹，感动了无数网友，也吸引了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公益平台的关注。4月7日，三湘都市报联合该平台授予3
人“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并奖励10000元。

“目的就是救人，没想过回报。”“收获这份荣誉，心里既
温暖又感动。”４月７日下午，得知获奖消息，3人又惊又喜，
纷纷表示，这个荣誉对他们来说沉甸甸的。
(扫报眉二维码看相关视频)

４月７日中午， 被救车主易先
生一家及亲友专程来到株洲渌口
区南洲镇， 设宴答谢当天搭救他
们一家的恩人们。除了陈培冬、许
雄辉、王天宝3人，还有其他几位
热心村民。

席间， 易先生一家不停表示
感谢，“命都是你们救的， 第二次
生命是你们给的。”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两天，回
忆起当天的情形， 易先生仍心有
余悸。他回忆说，事发当时，经过
１０余分钟营救，陈培冬、许雄辉、
王天宝３人成功将一家４口人转移
出轿车、拖向岸边，并与岸上的村
民合力将他们救出水塘。 由于救
援及时， 自己和一双儿女均无大
碍，只是妻子手掌骨折。

“当时情况危急，就想着救人
了。”“目的就是救人，没想过图回
报，但是收获这份荣誉，心里既温
暖又感动。”４月７日下午， 得知
三湘都市报与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联合授予“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的消息后，陈培冬、许雄辉、王天
宝既高兴又激动， 纷纷表示要把
这笔奖金拿出来帮助有需要的
人，将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三湘都市报和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 给予我们这么高
的荣誉， 这份奖励特别暖心。”王
天宝告诉记者， 在给易先生一家
提供帮助的村民中， 还有自己的
家人。“得知有车辆冲进池塘，当
时几乎是全家出动。 父亲在岸边
的斜坡上帮忙拉人， 母亲拿出干
净衣服给他们一家人换上。”

王天宝告诉记者，父母尽管常
年在家务农，但经常叮嘱他：别人
有困难，能伸手就要伸手拉一把。

“时间不等人，救人是当时的
第一想法！”王天宝回忆说，得知
有人被困后， 并不清楚池塘水深
情况的他就下水参与救援， 连手
机都忘记掏出来了。 人救上来他
才发现自己的手被玻璃划伤，手
机也因浸水无法开机，“被困人员
在水里多待一分钟就多一份危
险，只要车上的人没有事，这点伤
不算什么。 我想每个人遇到这种
情况，都会像我们这样做的。”

“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值得
全村人学习。”三湘都市报对此事
进行报道后， 渌口区南洲镇早竹
村党总支书记鄢选战第一时间将
报道链接转发到村里微信群，村
民们纷纷点赞。“昨天到现在，关
心问候的电话接个不停。”王天宝
笑着说。据悉，村里也将表彰3人
见义勇为的行为。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陈满
视频剪辑 何佳洁

【现场】 被救车主一家设宴答谢救命恩人

【对话】“目的就是救人，没想过图回报”

4月7日， 陈培冬、
许雄辉、 王天宝回到事
发现场。

通讯员 供图

路遇饭店起火，退役军人客串“消防员”

带头扑救，用光30多个灭火器

毛威和周边群众用了30多个灭火器，
成功控制住火势。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