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2日讯 湖南烈士
公园作为长沙城区最大的城市
公园，是很多中老年人的主要休
闲活动场所。近期，有市民反映
在公园跳舞时， 遭到保安劝阻。
继公园内“相亲角”被封后，广场
舞又面临限制吗？今日，三湘都
市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现场】
市民担心烈士公园要“限舞”

7月12日早上8点30分，记
者来到湖南烈士公园，发现园内
有不少中老年人在聚集活动，其
中有唱歌跳舞、玩乐器、搞体育
锻炼的。在跃进湖边的红军渡区
域，有一群人正在跳鬼步舞。

现场一位跳舞的女士告诉
记者，在此处跳舞，他们向公园
共建共管委员会登记报备过，一
旦超过时间， 就会有保安来交
涉，催促收场，但双方并未因此
引发不快，“白天上午7点半到9
点，晚上7点半到9点就到东门那
边跳。”

现场一位锻炼的市民介绍，
从2020年起，在公园内唱歌、跳
舞的团队会遭到保安劝阻，有时
因为双方言辞激烈，现场气氛会
变得紧张起来。

“继封掉相亲角之后， 烈士
公园也不准跳舞了吗？” 有跳舞
的市民担心地说。

【公园】
“广场舞”等活动将受时间限制

对此， 公园共建共管委员会负
责人夏女士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公园并未禁止跳舞， 只是规定不能
在纪念区域内跳舞。

7月12日下午，湖南烈士公园
管理处做出回应，称平日里到公园
来观光、 休闲的游客市民非常多，
也有不少爱好健身的市民会在公
园里打拳、练剑、跳广场舞。为保证
公园内有一个良好的游园秩序，公
园一直都对跳广场舞等健身娱乐
活动的区域、 时间及音量做了规
定。比如在烈士塔纪念区域内不能
开展广场舞健身活动。

近段时间， 针对市民提出夜
间锻炼的请求。管理处表示，可在
非纪念区， 非主干道， 非交叉路
口， 不影响周边居民休息的区域
锻炼，但进入公园跳广场舞、唱歌
等团队需要提前报备。 锻炼时间
为早上6点30分至9点30分， 夜间
冬季9点前、 夏季10点前结束，白
天音量不超过60分贝， 夜间不超
过50分贝。

经常到烈士公园散步的蔡爹
爹认为， 公园如此规定有一定的
道理，“公园里有烈士塔， 很多人
过来瞻仰，附近吵吵闹闹的，也不
像个样子。”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蒋中雯
杨蓉 视频剪辑 杨洁规

暑假旅游， 民宿成为年轻
人的首选， 不仅能体验当地的
民俗风情， 还能打卡拍照。7月
11日，记者走进长沙西文庙坪，
发现以往“低调”的街巷人气越
来越旺。小区有机更新后，道路
干净规整，建筑古色古香。藏在
其间的民宿， 成了不少95后游
客的打卡地。（扫报眉二维码看
视频新闻）

城市中的偏安一隅， 走进
更多年轻面孔

西文庙坪片区位于坡子街
街道，东起长郡中学，西至湘江
路，南临西湖路，北达人民路，
总占地面积约343亩。走进西文
庙坪，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道冠
古今”牌坊，这里被誉为长沙文
脉的发源地。

快节奏的城市里， 原本的
西文庙坪片区似乎跟不上发展
脚步。虽然在五一商圈，但来这
里的游客稀少， 多是当地原住
居民活动。“巷子里到处可见密
密麻麻的电线，环境也不好，进
了巷子半天都转不出去。”居民

王女士说， 西文庙坪经过有机更
新后，面貌焕然一新，密如蛛网的
电线被拆除，道路变得干净整洁，
街道四通八达，“片区有一条泉嘶
井巷，原来是条死胡同。拆除违建
后，路通了。”

沿袭着老长沙的独特韵味，
西文庙坪的建筑风格主打古色古
香。 与周边商圈城市紧张的生活
节奏不同， 这里的每一块砖瓦都
浸染着老城区的慢节奏。每天，娭
毑爹爹在门口的椅子上摇着蒲扇
聊天，孙辈在院子里玩耍。

越来越多旅游者发现了这里
的美，用相机记录老城风貌。很多
提着行李箱的年轻人， 走进了街
巷里新开的民宿。“民宿是今年
‘五一’前开的，看到好多年轻人
来这里， 我家的南食生意也跟着
好了起来。”西文庙坪一家小卖店
老板告诉记者。

闹市里的民宿， 成了新的网
红打卡点

“Block拾所” 位于华远华中
心对面的街巷内， 是一所独栋式
的民宿，古色古香的外墙，内里却

是现代风格。
民宿的大门类似地铁车厢，

推门而进， 是一节粉红色的车
厢，不少年轻人正摆着各种造型
拍照； 穿过车厢， 是一个令人惊
艳的小清吧，正在播放经典老电
影……

来到天台，目之所及是杜甫
江阁。“如果运气好，赶上了长沙
周末烟花盛放，在这里喝着小酒
赏烟花，感觉特别棒。”住在顶楼
的陈同学来自成都，与好友合租
了一间星空房。躺在床上，用遥
控打开天窗， 满天繁星落入眼
底，“择这家民宿，是因为这里临
近五一商圈， 出门吃喝玩乐特
别方便。”一楼大厅 ，来自西安
的3位大学同学正围坐在“壁
炉”边玩“打地鼠”，欢乐感染了
周边的人。

“我是长沙人，每次都会将长
沙好玩的地方、 特色餐馆推荐给
顾客。”民宿主理人戴熙说，希望
用长沙人的朴实和热情， 让南来
北往的朋友带走的不止是照片，
还有一段美好的旅程。

■记者 杨昱 视频 记者 刘品贝
实习生 屈非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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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角”被封后，烈士公园又“限舞”？
湖南烈士公园回应：“广场舞”等健身娱乐活动将受音量和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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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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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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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币种（人民币）公告资产清单

湖南超越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景盛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永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交物产有限公司
湖南翰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盛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奕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湘锐医药有限公司

蒋辉超、何细战、张磊华
湖南金广源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湖南博长担保有限
公司、刘安定、龙清、冷水江市煤炭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广源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杨云志、谭己
湖南中交物产有限公司
黄军、陈波、湖南锦源盛世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高睦春、湖南锦源盛世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陈检、何桂香、湖南锦源盛世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长沙艺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通达中小企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胡小利、许仲敏、林亚子、孙丽娟

土地

16,779,084.66

16,256,188.95

11,277,217.64
8,800,000.00
6,521,796.27
4,165,000.00
4,069,799.32

3,400,000.00

3,179,343.00

15,394,242.70

11,212,440.13

6,880,541.04
2,657,382.02
6,611,164.85
2,881,956.87
2,919,797.15

1,799,050.24

7,858,926.76

32,173,327.36

27,468,629.08

18,157,758.68
11,457,382.02
13,132,961.12
7,046,956.87
6,989,596.47

5,199,050.24

11,038,269.76

0.00

131,398.00

106,250.00
81,144.00
0.00
0.00
0.00

42,096.00

0.00

主债务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抵（质）押物 账面本金余额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账面本息合计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邵阳市和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刘惠希、王求珍、刘颖群、刘彦飞、曾魁伟、刘浩群、何
琴、邵阳中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湖南骏和集团有
限公司、邵阳市和宏汽车贸易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和宏汽车贸易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湖南万博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金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邵阳市慧民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主债务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抵（质）押物 账面本金余额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账面本息合计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刘惠希、王求珍、刘颖群、刘彦飞、曾魁伟、刘浩
群、何琴、邵阳中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湖南骏
和集团有限公司、 邵阳市和庆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湖南四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姜伯伦、秦建国、毛文彬

湖南通达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林亚子、
裴海云、孙丽娟、罗立功、郑新年、杨秋菊、胡建建
邵阳市富顺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邵阳市稀贤建
材销售有限公司、 邵阳市顶固家具建材有限公
司、邵阳市慧民建材销售有限公司、黄朝辉

3,179,296.00

3,079,272.95

2,038,038.80

750,000.00

7,684,841.33

7,345,718.85

926,114.68

694,668.50

10,864,137.33

10,424,991.80

2,964,153.48

1,444,668.50

0.00

0.00

29,048.00

0.00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暂计算至[2020]年[9]月[30]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悦元资产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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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销营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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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烈士公园是一所集
纪念、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
合性公园。烈士塔是公园纪念
区的核心， 塔内陈列有郭亮、
夏明翰、杨开慧等先烈的遗像
和事迹， 以及湖南全省76000
多位烈士的名册。烈士塔是湖
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直
以来是湖南社会各界开展纪
念活动的重要场所。

公园因为面积较大，被划分

为多个区域：纪念区域、游乐区
域、民俗园区域、潇湘阁区域等。
公园纪念区域主要为：以烈士塔
塔台直角为基点，东、西、北三向
延伸至最低一级踏步，南向延伸
至宽坪（花坛）南缘，包含四向踏
步内的树林和湖南烈士公园纪
念亭。按照要求，禁止在该区域
内进行唱歌、跳舞、体育锻炼、赌
博、流动商贩等一切与纪念烈士
无关的活动。

湖南烈士公园纪念区域禁跳广场舞

链接

长沙西文庙坪有机更新后，道路干净规整，建筑古色古香
闹中取静，老街民宿成95后游客打卡地

7月11日，有
不少市民在湖南
烈士公园红军渡
区域跳鬼步舞。
记者 杨洁规 摄

扫 码 看 本
报记者在湖南
烈士公园走访
调查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