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1日上午，长沙橘子洲大桥桥东河堤边一处涂鸦墙前，有人在和袁爷爷画像拍照留影。 记者 田甜 摄

一面之缘，长沙民警资助他4年
老鲍每月定期为老黄汇生活费，教他申请住房保障和补助金

长沙湘江大堤现巨幅涂鸦袁隆平画像
95后伢子李宇冲用年轻人的方式表达爱：想让袁爷爷看到烟花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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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出租
长沙市人民中路有两室一
厅房子出租，精装修，家电
家俱齐全，交通方便，可停
车。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875869988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 15 时在绥宁县长
铺镇中心街 15 号第 2 办公楼 2
楼会议室对位于绥宁县中心街、
工业路等 25 间国有门面 3 年租
赁使用权进行公开拍卖，租赁用
途仅限用于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的经营项目，租赁押金为 3 个月
租金，详见拍卖资料按现状出租
以实际交付为准。

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
地进行展示，有意竞买者请携带
有效证件原件（法人携带公章）、
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拟竞买标的
对应标准保证金缴款凭证，于
2021 年 7 月 27-28 日 9-17 时
前到绥宁县中心街工商银行绥
宁县支行院内 2 楼办理报名手
续，原承租人或经营户具有优先权。

租赁权拍卖公告公 告
下列机构因更名迁址换发《中华
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机构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东岸支行
业务范围：核准为其上级行授权
的经营范围
批准日期：1995年 12 月 31 日
机构住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远大一路 1518 号远通大厦一楼
101 号门面
机构编码:B0004S24301004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许可证流水号:00956180
发证日期：2021 年 07月 16日
联系电话:0731-84181457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7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微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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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湖南耀能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备案号 4304073604156，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狮宏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衡阳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408MA4M2CXWXN）
经投资人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戴勇武，电话 18573118029

遗失公告
安化县嘉沃种养专业合作社遗
失公章（编号 4309230051145）、
财务专用章（编号：43090000
71150）、法人（陈波舜）私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辰星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吉
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3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3101M
A4T4E2U9R，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邵东市人民法院
（2021）湘 0521 执 871 号之二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预告登
记在被执行人邓鸿博名下的坐
落于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恒
大江湾 34 栋 2102 号的房产、
转移登记至张显栋的名下；将
编号为 216018934 号的房屋不
动产登记证明登报公告作废。

湖南省邵东市人民法院

◆蒋欣辰（父亲：蒋京倬，母亲：高
登）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060834，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2021）湘 0102 执 1099 号之一协
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在被执
行人刘胜平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
区北二环一段 169 号沙河城三期
1 区 13 号 栋 102 房 的 证 号 ：
20180000412 不动产权证和不动
产登记证明：20180012189 一并登
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周欢遗失警官证，证号 14451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蓉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4301020334
819，声明作废。

保证金缴款户名：中科鑫锤拍卖
有限公司；开户行：工商银行邵
阳绥宁支行营业室； 账号：1906
0207 1920 0136 872；
详情见拍卖手册或关注微信公
众号 xgqn-cs。
联系人：何 15386433606

黄 15575828858
中科鑫锤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22 日

7月19日，河南人老黄乘车
800多公里赶到长沙，给仅仅一
面之缘，却帮了自己4年的民警
老鲍送来锦旗。 他口中的“老
鲍”，是长沙市芙蓉公安分局城
管大队副大队长鲍习章。

4年前， 鲍习章任职于文
艺路派出所，两人因为一次求
助警情有了一面之缘。而后的
4年里， 鲍习章每月定期给他
汇去一笔费用。

7月21日，三湘都市报记者
带你一起来听听这段警民情。

民警每月定期给他汇生活费

“那是我最无助的时候，身
无分文……第二天吃什么都没
味，更别提回家了。那时，我遇
到了老鲍。” 说起与老鲍的相
识，老黄情绪有些激动。

2017年， 时年52岁的黄树
生从河南信阳来长沙找工作，由
于年纪较大，再加上双腿有些残
疾，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身
上仅有的一点钱花光后，黄树生
无奈之下选择了报警求助。

了解情况后， 鲍习章将黄

树生接到派出所。 吃着派出所
食堂的热饭热菜，思乡心切，这
个中年汉子红了眼眶。 鲍习章
第一时间为他买好回程的车
票，并将他送上回家的列车。

前往火车站的路上， 鲍习
章无意地和他聊起老家的生
活， 得知黄树生的生活远比预
想的困难： 腿脚不利索、 肺结
核，儿子得病走了，妻子也离家
出走，家乡也没有落脚的房子。

“进站前，老鲍问我要联系
方式，还给我塞了300块钱。”火
车到站， 黄树生给鲍习章报了
平安。电话里，鲍习章让他办一
张银行卡。此后的4年，鲍习章
每月都往其账号上打500元生
活费，从未中断，逢年过节，还
会额外添点。

“他的恩情一辈子报不完”

2020年年初， 老黄频繁咳
嗽。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声音，鲍
习章有些担心，催促其去医院。
检查、开药、治疗，一项项费用
加起来可不是个小数目。“老鲍
知道我生病， 马上帮我付了

2000元的医疗费。”说起这些，黄树
生两眼满是泪花。

除了关心老黄的健康，鲍习章
一直牵挂他的住房问题。去年1月，
鲍习章多方了解得知，国家有关残
疾补助和住房保障的优待政策。为
了便于老黄及时申请，他一项项列
出申报办理需要准备的材料以及
相关手续。

“要不是他， 我连残疾补助都
不知道要准备什么资料、去哪个单
位办，他一样样交代我。”在鲍习章
的帮助下，住房保障和补助金申请
顺利通过。 老黄的日子越过越好，
鲍习章的关心从未间断过，“尽自
己的能力帮助他，大钱没有小钱还
是能挤出来的。”

“整整4年， 我只见过老鲍一
面，他却默默帮了我4年，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他的恩情，我一辈子都
报不完。” 感谢的话， 老黄说了很
多， 多次提出要到长沙当面感谢，
都被婉拒，“他说最好的报答，就是
我过得好。”黄树生觉得，有些话要
亲口说！为此，他带着锦旗坐上了
来长沙的火车。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蒋中雯
杨蓉 通讯员 李三平

“烟花绽放，袁爷爷能看到”

上午10时许，长沙烈日当空，
涂鸦墙前围聚了不少前来拍照的
人。与恼人的高温相比，大家的兴
奋与热情似乎更胜一筹。

“作为一名95后，袁爷爷一直
是我最尊敬的人。 我很想把我们
年轻人对他的感情表达出来，加
上自己本身是一名专业的画手，
就有了制作巨型涂鸦墙的想法。”
李宇冲说， 他从事绘画工作已10
年， 现在也有属于自己的绘画团
队。 和团队的伙伴们分享了自己
的想法后， 立即得到了大伙的积
极响应。

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他完成
了涂鸦墙的手稿。4人耗时4天，每
天背着5米高、20多公斤的楼梯，用
完了100多罐喷漆。“长沙白天太
热，我们只能每天傍晚6点半开始，
持续画到晚上10点半熄灯。”

7月18日，巨型涂鸦画终于完
工，“选址花了很多心思， 这里是
湘江边橘子洲头烟花最佳观赏的
位置。每当烟花绽放，袁爷爷都能
看到。他会看到，人民的生活越来

越好，长沙越来越好，中国越来
越好。”

用年轻人的方式表达爱

“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一辈人
没挨过饿， 对袁隆平爷爷的感情
不深。 觉得我们年轻人不在意这
些， 其实很多感情我们都放在心
上了。”李宇冲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在传统的印象中，很多人会觉
得涂鸦文化不主流， 是年轻人情
绪的宣泄，“其实涂鸦也拥有自己
悠久的文化底蕴， 也是一种情感
的载体。 我就是要用我们年轻人
自己的方式来表达爱。”

李宇冲表示， 团队的创作风
格基本以写实为主， 作品选题主
要来源于对社会现象的洞察与对
美好事物的向往。“这次我们创作
袁爷爷的涂鸦作品， 受到了很多
人的关注， 大家都认可和接受了
我们的创作， 我发自内心的高
兴。”李宇冲表示，未来他会继续
坚持涂鸦艺术， 带领团队创作出
更多有态度的作品。■记者 田甜

视频 实习生 屈非菲 唐婉晴

本报7月21日讯 永州男孩小
迪（化名）患有神经纤维瘤，因为家
庭经济能力有限， 小迪的病一直
没有手术治疗。随着瘤体的变大，
他只能辍学， 家人给他量身定做
了一张十多厘米高的凳子， 每天
他就躺在那张小板凳上， 无法出

门，只能在家里挪动一下，已跪地
行走十多年。如今，切除了20多公
斤的肿瘤肢体， 小迪虽然还是不
能行走， 但能坐着轮椅自由行动
了。7月21日，小迪出院了，他表示
会继续和病魔斗争。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杨祎莎 视频剪辑 李琪

“快来， 我们来这里合影。”“好想念袁爷爷，我
要发朋友圈。”近日，长沙橘子洲大桥桥东河堤边一
处墙面，成为了长沙新的打卡地。因为绘制了袁隆
平手拿稻穗的巨型涂鸦画像，原本普通的墙被赋予
了新的意义。

7月21日，记者见到了涂鸦创作者———株洲95
后伢子李宇冲。他说，要通过年轻人自己的方式，表
达对袁隆平爷爷的感激与爱。

“板凳男孩”“自由”了

7月21日， 小迪出院
了，轮椅上的他非常开心。

李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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