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大后， 我就成了
你……”这是刘青在今年
警察节写给父亲的话，寥
寥数语道出了心声，表达
出忠诚的思想渊源。

刘青家祖孙三代5
人都以警察为职业，他

们都曾经或正工作在公安战线的最基层。
三代人的坚守，63年的接力，没有荡气回肠
的壮举，有的只是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和在
万家灯火中守护平安的执着。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徐依 通讯员 徐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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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谢梦旭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
长沙璞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保证人：朱晓雁、孙振华）所
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关附属权
益（其中债权本金人民币 9989450.00 元，截止 2022 年 1
月 7 日的利息人民币 9690595.02 元） 依法转让至谢梦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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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梦旭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资
产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谢梦
旭履行主债权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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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让人：谢梦旭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铭城摩根大厦 2105 室
联系人：谢梦旭 联系电话：1857311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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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谢梦旭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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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极文化独家办分类广告老字号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正文每行最多排 13个 7号字

遗失声明
湖南众信新世纪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团队境内旅
游合同 5份（一份两本），编号：
GN00005443、GN00005442、
GN00005441、GN00005440、
GN000054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金至美珠宝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中远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 5870450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提单号 SWCLL2112264， 收货
人 SAK S.A.C.。 正本提单遗失，
遗失的提单作废。 本佳安凯（湖
南）缝制机械有限公司

◆严晓渔(父亲:严若好，母亲:
李维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I43068835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九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 300
万元减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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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公司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盛正
杰，电话：18975868257

◆粟苏遗失湖南工程学院应用
技术学院毕业证，证号 1266012
01905645933，声明作废。

◆雷艳军于 2022年 1月 11日
遗失驾驶证，身份证号码：4310
21198607227455，现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22 年 1 月 7 日 7 时许，长沙
市公安局望城分局靖港派出所
接报警在望城区靖港镇杨家山
村牛井组十号南侧水渠内发现
一具男尸，身高越 170cm，下身
着一天黑色短裤， 在西头水渠
内发现有遗留衣服及裤子，一
件蓝色上衣外套， 一件黑色牛
仔裤。 如有上述失踪人员请与
长沙市望城区靖港派出所联
系。 联系人:王警官
电话:0731－88340119

遗失声明
鼎城区黄土店镇云峰香荪农产
品加工厂遗失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许可证正本，编号:湘小作坊
0703000006，声明作废。

1933年出生的刘才兴， 是刘青的爷爷，
刘家的第一代警察，1959年从部队转业后，
进入娄底的铁路公安部门，负责站台及线路
的治安管理工作。

那个年代，铁路公安的工作装备简单，设
备简陋， 盗窃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1978年7
月，为了破案，刘才兴干脆把“家”搬到办公
室，巡逻到凌晨三四时才到办公室睡下。直到

1979年1月的一天深夜，刘才兴如往常一样在
站台巡逻，将再次作案的嫌疑人一举抓获，临
停货车被盗系列案件成功侦破。

1976年，刘青的外公佘邦荣转业后，也进入
了公安系统， 被分配至娄底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负责统筹协调支队警务工作的佘邦荣将3个孩子
完全交给妻子照顾，主动向领导请缨，成立了由他
带队的机关支援队伍，下班后，支援各基层单位。

三湘都市报1月11日
讯 以故事育人， 以美育
人， 以心育人……连日
来，“90后”乡村女教师麻
小娟的育人事迹传遍了
整个湖南教育圈。她用自
己的爱和坚持，温暖着留
守儿童的心，也温暖了众

多读者的心。
近日，中共湖南省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下发

《关于在全省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向麻小娟老师
学习活动的通知》，号召全省教育工作者学习麻
小娟扎根农村、初心不改的教育情怀，以及心系
学生、默默奉献的崇高品德。

“小娟学姐的榜样力量将激励我前行！”近
段时间，在麻小娟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师
生纷纷通过报纸、网络、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开展
学习。该校2019级820音乐班学生付秀洁坦言，
自己也曾是留守儿童， 看到学姐的付出和坚守
深受感动， 也更加坚定自己回到乡村做一名好
老师的决心。

该校工会主席田芳表示， 麻小娟老师把普
通之事干出不普通的效果， 主要源于她对孩子
由衷的热爱和她对教育的赤子情怀。 一位90后
的年轻女教师，脚踏实地，坚持不懈，胸中有大
爱，心怀赤子心，何其可贵！而这正是当代年轻
教师最需要学习的地方！

“这些天，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麻小娟
老师的先进事迹， 让我这个老教育人深受感
动。”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夏智伦说，在麻
小娟老师身上，看到了纯粹的教育情怀，看到
了新时代乡村教师的创新与坚守， 看到了青
年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
人生的幸运， 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
光荣， 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
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夏智伦表示，要号
召全省教育系统广大教师， 学习麻小娟老师
的典型事迹。

“三尺讲台系国运。”夏智伦说，一个崇德尚
学习的民族，总是把崇高的位置留给教师，让教
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 仅有

“春蚕”精神的倡导还远不够，还要不断提高教
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
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师
道’有尊严，教育才有底气，国家才有未来。让三
尺讲台更温暖，更多孩子的梦想被老师点亮，民
族复兴的征途也将更加充满希望。”

■全媒体记者 余蓉 刘镇东 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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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荡气回肠的壮举，有的只是无私奉献和执着

一家三代五警察，63年接力护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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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麻小娟”
点亮更多农村娃梦想
乡村教师麻小娟事迹
引发学习热潮

爷爷和外公，守护平安近30年

26岁的刘青，是刘家的第三代警察。2018
年警校毕业后，他进入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公安
分局，成为一名普通民警。

“我的童年没听过什么童话故事， 倒是听
过不少办案故事。” 刘青说， 在填报大学志愿
时，爷爷、外公和父母都希望他能够继承他们
的公安精神，传承家风，于是刘青放弃了南方
航空特招飞行员的机会，毫不犹豫填报了湖南
警察学院。

工作短短3年， 刘青和一线部门战友并肩战斗
过，也赤手空拳和歹徒搏斗过，经历了很多。刘青说，
直到自己做了警察后，才明白勋章的分量有多重。

“爸爸妈妈追随爷爷外公的脚步， 我追随
爷爷、外公和爸爸妈妈的脚步，我们都选择成
为一名警察。这是一种不约而同的传承，我们
共同选择了艰苦，选择了危险，也选择了光荣
和责任。”谈及自己的家庭，刘青神情里溢满了
自豪。

守护平安，下一棒我来接！

刘青的父亲刘国安和母亲佘俐萍是刘家
的第二代警察。

1994年，从部队转业后，刘国安成为一名
人民警察，至今坚守在长铁公安处娄底站派出
所。在警队里，刘国安谨记父辈的教诲，传承着
踏实苦干的精神，平常外出办案，条件再艰苦，
刘国安也没有任何怨言。

“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 ， 也有你的一

半。”谈到自己的爱人佘俐萍时，刘国安饱
含深情和歉意。

佘俐萍是娄底市公安局一名民警，双警家
庭比其他家族更多一份敬业、 付出和理解。佘
俐萍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家里打理得井
井有条，从没有因为家庭耽误工作。近30年的公
安工作中，她用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精准细致
的工匠精神，认真做好警务保障等各项工作。

相伴而行，把警服穿成了最美的情侣装

刘青（右一）与父母合影。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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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民警，从警3年，
先后荣获优秀公务员政府嘉奖、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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