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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得醉醺醺地开车回家，撞
上了护栏后， 男子竟然直接把车
停到了路边呼呼大睡。 恰巧一台
巡逻警车经过， 满身酒气的男子
被民警逮个正着。

7月12日，三湘都市报记者从
省交警总队获悉， 湘潭这名酒司
机将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禁驾，还
将面临刑事追责。
■视频/记者 虢灿 实习生 綦雨娇

通讯员 封跃林 罗天麒

省道上超车， 没注意对向来
车，对面来的货车避让不及，跟小
车迎面撞上，货车车头调转，车身
打横，把整条路给堵上了。这是7月
8日发生在常德津市省道224的一
幕，万幸的是，事故中没有人受伤。

最终民警认定， 简某驾驶机
动车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
车的违法行为， 负此次事故的全
部责任； 并对其违法行为处罚款
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视频/记者 虢灿 实习生 綦雨娇

通讯员 封跃林 刘一力 尹婧

让“失宠”的旧物
焕发新生命力

顶着长沙最炙热的烈日，
下午2时许，记者来到了位于长
沙市雨花区曙光路的大西工作
室。树枝、原木、木屑、皮具……
一切装饰摆件都是事物最原始
的模样。虽地处长沙的闹市，屋
里却难得的静谧。

“之前经营了7年的皮具
店， 专门做皮具买卖和线下的
手工课程。 真正接触到旧物改
造还是3年前，一切源于小小的
契机。”大西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告诉记者， 当时工作室经常会
做一些线上直播， 和顾客们聊
天。直播过程中有网友讨论，很
多包包买回来就不喜欢了，家
里囤了一堆“失宠”的物件，丢
了可惜不丢又占地方。

“当时我就想，既然大家都
有这样的烦恼，我擅长手工，是
不是可以利用这个特长， 通过
旧物改造， 给大家解决这个难
题。”大西收集了顾客送来的旧
包，开始了尝试。

设计、拆解、拼接、重装，在
大西的手中， 原本平淡无奇的
旧包变为了新奇流行的个性手
链、项链、小包、头饰……每一
个都是独一无二。

“当我把改造好的作品交
到顾客手中时， 她那种欣喜的

表情特别让我有成就感，我自
己也找到了其中的乐趣。干脆
把旧物改造当成主业，让更多
人来感受它的魅力。”

要把旧物改造
变成一种新潮流

“现在有很多顾客即使没
有旧物用来改造，也想购买我
的改造作品，我们也会自己购
买旧包拆解做成新饰品。”大
西说，现在旧物改新已经被越
来越多的人接受，工作室内的
订单也越来越多。现在工作室
内旧物的平均改造时间约为3
到15天，价格根据改造的难度
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

“我接触的大多数顾客送
来的旧物旧包， 都是有故事
的，虽然被潮流所淘汰，但承
载的记忆无法被替代。之前我
收到过一个女孩子送来妈妈
结婚时背的包，想改成时下流
行的款式，她想在自己的婚礼
上使用。前几天她发婚礼现场
的图给我，我觉得这个承载了
两代人幸福的包真的特别有
意义。”大西说，未来他会一直
钻研和改进自己的技术，把旧
物改造做成新潮流。

■记者 田甜
视频 实习生 屈非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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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包包不喜欢了？他能帮你巧变新饰品
让平淡无奇的旧物变成个性新品，长沙小伙的手工活是不是太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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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公告
原定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拍卖
罚没物资一批（拍卖公告刊登于
2021 年 7 月 7 日 《三湘都市
报》），由于委托方原因，现予以
撤销该拍卖。 联系人及咨询电
话：刘先生 18878720327

广西正又今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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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深圳市建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龙雨遗失湖南监理员资格证书，
证书编号：XY17-T1015，发证时
间：2017 年 11 月 20 日，证书签
发单位: 湖南省建设监理协会，
现声明作废。

◆王晨曦（父亲： 王青志、母
亲：陈珍芝）遗失出生证，编号
P4302031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县渣江镇聪明泉幼儿园遗
失衡阳县民政局 2018 年 6 月
25日核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52430421MJJ84600XR，
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法院
（2021） 湘 0224 执 419 号之二协
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在被执
行人戴丽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
金马路 61 号恒大御景半岛锦绣
苑 6 栋 1604 房证号：416063432
不的动产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湖南乡巴佬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200
万元减至 10 万元。 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
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叶蕾莉，
电话 13135303131

注销公告
衡阳市金创钻机机械服务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冯训程，电话：13575289191

遗失声明
湖南树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1
11MA4TA441XQ）遗失单位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02 执 1097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李周、陈胜名
下的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万家丽
北路一段 699 号恒大雅苑 25 号
栋 1706 号的房屋、产权证号为：
20180277196 号 、20180277197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编号为
20180287797 号的不动产登记
证明号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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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4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文继强名下的
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中路
18 号德思勤城市广场 B3至 B6 栋
2933 室的房屋、相对应的产权
证号为 ：20170248806 号 的 房
屋不动产权证与编号为：2017
0286921 号的不动产登记证明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05 执 3754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湖南唐朝置业有限公司名下
的坐落于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
路一段 435 号唐朝大厦 2403 号
的房屋、相对应的原产权证号
为 ：715234483 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隆回县岩口九龙建材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向企业登记机关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8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560 万元人民
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联系人:马兴国，电话 18175906209

减资公告
湖南省众恒牧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向企业登记机关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7760 万
元人民币减至 2328 万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联系人:钱佳，电话 13607397927

◆吴恒志（父亲：吴世如；母亲：张
惠灵）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0773380，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2021）湘 0102 执恢 222 号之
一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倪江名下位于长
沙市书院南路 799 号南湖东
怡大厦 2431 号房的证号：
716234413 不动产权证和证
号：516073466 他项权证一并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阿姨， 最近身体怎么样？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讲。”7
月9日，衡阳县大安乡延寿村综
合服务中心，“90后” 村支书正
在与村民拉着家常。

体型单薄， 嘴角向上微微
扬起，穿着朴素大方，鞋上还沾
着湿软的泥土， 古老的村庄在
她的感染下多了份朝气。 她就
是延寿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主
任曾恩，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大
学毕业后辞去大城市的高薪工
作，成为家乡“当家人”。

“90后”女大学生回乡逐梦

1990年出生的曾恩， 是土
生土长的大安乡延寿村人。大学
毕业后，22岁的她怀揣着梦想
和希望南下入粤，成为成千上万
“广漂”中的一员。在广州打拼的
三年，凭借着勤奋和敬业，一步
步从普通销售晋升成为店长。

虽然有不菲的收入， 但她
心中始终牵挂着家乡。“每次回
村探亲， 村里基本都是留守儿
童和老人， 很少看到年轻人。”
曾恩说，在外漂泊的几年，活力
四射的大都市和“空荡荡”的家
乡形成的强烈反差， 让她很不
是滋味。把家乡建设好的想法，
在心中慢慢发芽。

2015年， 曾恩毅然辞去广
州的工作， 回到家乡。2020年
11月， 她开始担任延寿村党支
部书记， 成为衡阳县最年轻的
女村支书。2021年3月， 曾恩通
过选举当选为延寿村党支部书
记和村委会主任，“掌管” 起村
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从“娃娃干部”到“曾书记”

“农村工作琐碎繁杂，大事
没有，小事不断。”曾恩说，村里
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多，工作很
细碎， 为了改变群众给她贴上
的“娃娃干部”标签，只能加班
加点地干， 用勤奋和实干争取
群众的肯定与信任。 曾恩的工
作态度改变了村民对她的看
法。“这个小妹子很不错！ 做事
负责扎实。”56岁的村妇女主任
聂爱云这样评价。如今，村民们
看到她，老远就会叫上一声“曾
书记”。

延寿村属丘陵地区， 水利
设施落后， 周边没有可直接供
水的水库， 只能依靠村里的几
口池塘、 几条水渠解决村民的
日常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由
于缺水和经济效益等问题，农
户们都不愿意种植双季稻，村
里的水田全是单季稻， 还有不
少抛荒田。为改变这一现象，曾
恩带着村支两委的干部， 挨家
挨户上门沟通， 耐心讲解补贴
政策，化解农户的疑虑。终于，
在2021年4月， 延寿村双季稻
生产实现“零”的突破，所有抛
荒田也全部复垦复种。

目前，延寿村共有200余亩
油茶林、50亩沃柑园以及20亩
青蛙养殖基地。

“村里给了我‘当家’的机
会， 我不能辜负大伙的信任。”
曾恩说， 她希望能把延寿村建
设成乡风文明的美丽乡村，让
村民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陈曦
视频/张志伟 王智芳

家中有旧包旧物你会怎么处理？ 大多数人都会
选择扔掉或塞进箱底。 长沙小伙大西却给出了不一
样的答案， 他通过手工加工让这些旧物重新注入了
新活力。在他的手下，被淘汰的包可以变成手链、项
链、皮具、小沙发……（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因为技艺精湛，他的旧物改造得到了很多人的喜
爱和认可。大西说，要把旧物改造变成一种新潮流。

7月12日，三湘都市报记者来到了大西的世界，
感受旧物改造的魅力。

“90后”返乡当村支书：
从“娃娃干部”到“当家人”

醉驾撞护栏后
他睡着了
交警：5年禁驾及刑事追责

超车遇上大货车
他撞上了
交警：负全责还要罚款扣分

图为大西用旧包改造成的一些个性饰品。受访者 供图

曾恩（右）正在和村民交流养殖经验。 通讯员 供图

扫码看90后
村官的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