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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圆梦
“在我们家，我承受的病痛最多，

婆婆的付出最多。因为我身体不好，
白天上课回到家，整个人连站立都困
难，婆婆就承担了全部家务，她不仅帮
我照顾年幼的孩子，也帮我们撑起了
这个家。”李凤霞动情地说。

在草河掌镇中学工作时，因李凤
霞、李刚租住的小屋太小，婆婆王凤梅
就窝在临时搭的小床上。即使后来调
到本溪县城工作后，居住条件也没有
多少改观。李凤霞过意不去，就劝婆
婆带着孩子回老家住，起码睡觉时床
能舒服点儿。可老人执意不走，她安
慰李凤霞：“孩子要照顾，你的身体同
样需要人照顾，熬过艰难的日子，等将
来条件好了，妈跟你们住楼房，睡宽敞
的大床。”

这句话让李凤霞终生难忘，也勾
起了李刚的思绪。李刚从小生活在农
村，家中兄弟姐妹 5 个，挤在局促的
小平房里。父亲李长山身体不好，晚
年还患上了小脑萎缩症，妈妈不仅要
帮子女带孩子，还要照顾生病的父
亲，这么多年就没有睡过安稳觉。他
也常听妈妈在教育子女时念叨，“你
们都好好读书，将来努力工作，等你
们都出息了，妈跟着你们享享福，也
去住宽敞的楼房，睡软乎乎的大床，
我还要在阳台上种各种各样的花，想
想都觉得美。”

前些年，李凤霞、李刚贷款买下商
品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人购
置了一张大床，希望委屈多年的老人
能睡个踏实觉。

等到孩子长大了，家里条件慢慢
改善了，李凤霞做主为老人购置了一
套新房。“这么多年，婆婆为我们付出
得太多太多，却和孩子挤在一个屋里，
老人本来就觉轻，每天都睡不踏实。
我知道她老人家一直有个心愿，有朝
一日住上属于自己的新房，养满屋子
的花。这个愿望我一定要帮老人实
现 。”李凤霞说。

考虑到婆婆已年近80岁，李凤霞
特意把新房选在了单位附近，她和李
刚每天上班下班都能见到王凤梅、李
长山老两口，做点好吃的，也能第一时
间给两位老人送去。

平凡的日子里，不仅有柴米油
盐的生活，还要有相濡以沫、比翼齐
飞 的 相 亲 相 伴 。 王 凤 梅 常 嘱 咐 儿
子，“凤霞简简单单嫁过来，身体又
不好，你要不离不弃照顾她到老，妈
希望你俩共同进步，比赛做教书育
人的好老师。”

9月4日，星期六。告别连
日阴雨，本溪满族自治县迎来
了入秋以来最舒爽的一天。李
刚早早起床做完早餐，便催促
妻子李凤霞准点吃饭、服药。
他打算趁着秋高气爽，带妻子
到附近走走，一来晒晒太阳，有
利于妻子身体康复，二来也想
让妻子放松一下因多日伏案备
课带来的紧张情绪。李凤霞爽
快地答应了。

正准备出门时，李凤霞的手
机铃声响起来，她歉意地对丈夫
笑了笑，李刚明白是学生或学生
家长又来求援了。他知趣地返
身关门，为妻子打开电脑。

于是，这个晴好的周末，本
溪县第一中学英语教师李凤霞
放弃了休息，她逐字逐句回复每

一名学生的提问，不厌其烦地解
答每一位家长的求教。本来就
因病常觉口渴的她，只能靠喝一
杯又一杯水来温润发紧的嗓子，
让守在一旁的李刚格外心疼。

“我都记不清劝过多少次
了，让她注意休息，可她还是主
动把手机微信、电话号码留给
学生和家长，并对他们说遇到
不懂的问题可以随时找她，她
随时解答。既然拗不过她，我
索性不再多言，就多做些家务
来减轻她的负担吧。”李刚也是
本溪县一中的一名教师，从事
语文教学多年的他，说起话来
幽默风趣。

“青春耗尽亦无悔，只为桃
李吐芬芳。”一旁的李凤霞嗔怪
着，回了一句诗意的话。

李凤霞：三尺讲台播种希望收获幸福
本报记者 丛焕宇 文并摄

步履蹒跚——这是25年来，李
凤霞奔走校园的节奏，很多师生担
心她会随时倒下，但 25 年过去了，
她还站在这里，一如既往地做着教
学工作，用病痛的身躯，为孩子们播
种希望。

1994 年，李凤霞从本溪师范专
科学校（现辽宁科技学院）毕业后
回到家乡，在本溪县最偏僻的学校
草河掌镇中学任教。望着低矮的校
舍、斑驳的墙壁、凹凸不平的操场，
她的心跌到了谷底，默默走回不足
15平方米却要住下4个人的黑暗小
屋。但当她走进教室，看着孩子们
规规矩矩地把小手背到后面，一双
双明亮的眼睛满含期待地望着她
时，她被震撼了。“那一刻，我知道这
里的孩子需要我啊！从此，我下定
决心，要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自
己全部的力量。”李凤霞说。

可是，就在她信心满满投入教
育教学工作的第三年，不幸降临，她
患上了被医学界称为“不死的癌症”
的类风湿病。全身关节肿胀、疼痛，
严重时连登上讲台都要用手撑着讲

桌。可是，只要一看到孩子们，她就
忘记了疼痛，精神倍增。

一天的辛劳之后，一到晚上，李
凤霞的病情就会加重。腿伸直了，
半个小时后就会疼醒，经常含泪用
手把腿弯曲之后，再挺半个小时，又
疼得受不了，再用手把腿抻直。李
刚见她疼得满头大汗，每天晚上都
为她做关节按摩。可疾病并不怜见
亲情，类风湿病侵蚀全身关节，每种
姿势躺下不久，便要翻身，自己翻不
过来，李刚就要帮一把。

经常连续一个月都不能睡个安
稳觉，但李凤霞吃上大把止痛药后，
还是一瘸一拐地来到学校。为了不
耽误工作，多年来，她几乎没在家度
过一个完整的寒暑假，每到假期，都
要辗转省内各地寻医问药，为的是
在开学时，能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工
作。“再苦的药我也吃，再疼痛的治
疗方式我也接受。”她说。

在草河掌镇中学工作7年后，李
凤霞被调入本溪县一中。为了不耽
误一节课，她不得不每天大剂量服用
止痛药，在与病魔抗争中坚守岗位。

与病魔抗争，不耽误学生一节课

“如果没有亲人相携相伴，我
无论如何也挺不到今天。”说起家
人，李凤霞充满歉疚和感激。

李凤霞和丈夫李刚都是草河
掌人。1993年，李刚从本溪师范专
科学校毕业后，回到草河掌镇中学
教语文。第二年，李凤霞也来到草
河掌镇中学教书。

1995年，李刚与李凤霞即将步
入婚姻殿堂。考虑到双方家境都
不富裕，李凤霞提出不要一分钱彩
礼。李刚觉得过意不去，执意要给
李凤霞买个金戒指作为新婚礼
物。拗不过李刚，李凤霞提出条
件：“那就打戒指，因为打比买要便
宜一些。”

1996年，李凤霞生完儿子后不
久，便感到膝关节锥扎一样疼痛，
之后疼痛蔓延至全身各处关节，稍
微动动身体，便疼得满头大汗。李
刚一边忙于工作，一边悉心照顾妻
子。上班脱不开身，李刚就把母亲
王凤梅接来，老人寸步不离地守在
儿媳的床前，一面伺候月子，一面
喂饭喂药。每到休息日，李刚的父

亲李长山就催促儿子带着李凤霞
各处寻医问药，虽然省内各个城市
治疗类风湿病的医院几乎跑遍了，
但李凤霞的病情并没有多少好转。

“我总不能这样躺下去吧，还
有那么多学生眼巴巴地等着我。”
刚休完产假，李凤霞便急着去上
班。老父亲李万明当了一辈子小
学教师、校长，最懂女儿的心思，觉
得没有什么药比让女儿重返课堂
更有效，于是第一个支持女儿带病
工作。老母亲刘玉存虽然心疼，但
架不住李凤霞主意已定。

李长山、王凤梅见儿媳态度坚
决，就叮嘱李刚，“在家里有我们，
在学校，你要打起精神，既要干好
工作，又要照顾好凤霞。”李刚的兄
弟姐妹，李凤霞的兄弟姐妹更是争
着抢着照顾李凤霞，把更多的担子
挑过来。李凤霞的儿子李叔阳也
知道心疼妈妈，从小就抢着给妈妈
拎包提重物。上初中后，就不再让
妈妈为他操心，放学回家，抢着收
拾房间、做饭、洗碗。参加工作后，
他尽可能地帮妈妈分忧解难，以便

让她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李凤霞在县一中工作时的老

校长金学利非常关心李凤霞的身
体情况，他破例允许李凤霞在学校
内骑车代步，要求李刚把照顾李
凤霞当成一项工作任务。现任校
长田玉奇、书记张毅经常叮嘱老
师 和 学 生 ，时 时 处 处 照 顾 李 凤
霞。每天，只要李凤霞走进校门，
师生们便迎出来，帮着推车，帮着
扶她上楼。

温暖时时相伴，让李凤霞觉
得“ 倒 在 工 作 岗 位 上 都 值 了 ”。
她说：“领导、同事和学生们不是
亲人胜似亲人，给了我无微不至
的照顾，我只有干好本职工作，
才能回报他们
的厚爱。”

李 凤 霞 一
家人的故事，让
无数人敬佩动
容，2019 年，李
凤霞一家被省
妇联评为辽宁
省“最美家庭”。

坚守背后，是家人对她的爱与支持

有了亲人支持，李凤霞全身心投
入到教学工作中，先后获评辽宁省骨
干教师、本溪市最美教师、本溪市学科
带头人、本溪市名师等荣誉称号。

李凤霞用羸弱的身躯，奏出课
堂上美妙的音符，也和全家人一起
将爱心奉献给学生们和需要帮助的
人们。

“孩子，吃饱了吗？宿舍冷吗？”这
是她经常问住校学生的话。

“来，把这些钱拿着，别饿着自

己。”这是她经常对贫困学生说的话。
“孩子，今天上课讲的内容你听懂

了吗？”这是她经常问学困生的话。
不仅如此，李凤霞全家老少还经

常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捐资助学，扶
危济困，全家总动员，一个不能少。去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李凤霞不顾病
弱的身体，一瘸一拐地和家人深入社
区，挨家挨户了解情况，排除疫情隐
患。当本溪县妇联组织捐款购买口罩
时，她和家人积极参加，并忍着病痛把

口罩送到各个乡镇。
最让人感动的是，2006 年，李凤

霞遭遇了一场车祸，全家人没有让肇
事方承担责任，因为那家人的日子过
得很艰难。

李凤霞记得，出事那天中午，她
正在路边缓慢行走，一辆车刹那间将
她撞倒，造成股骨颈骨折。主治医生
告诉她，“可能无法再站上讲台了”。
从不流泪、从不服输的她，眼泪像断
了线的珠子，哗哗落下。为了跟雪上

加霜的病痛作斗争，为了重返教学岗
位，她每天只能笔直地躺着，生怕骨
折部位不能愈合。全家人更是不离
左右轮班照顾她。她看书学习，家人
就轮流擎着书，她学电脑，家人就抢
着托键盘，帮她学盲打、制作幻灯片
课件。100 天后，她奇迹般地拄着双
拐重返校园。

这些年来，李凤霞、李刚和全家人
坚持在公益路上奔走着，他们说，教师
的字典里有一种无私叫大爱。

回报社会，用行动诠释人间大爱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屈指算来，
本溪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英语教师李
凤霞已经在教育岗位上工作了 27个春
秋。工作第三年，她患上了被医学界称

为“不死的癌症”的类风湿病，病痛发作时，十几
厘米高的讲台都迈不上去，手抬不过肩膀，她却从
没有因此耽误一节课。在李凤霞坚守的背后，是
家人、师生对她的爱与支持。

核心
提示

李凤霞在辅导学生英语。

李凤霞一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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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最权威的报纸——辽宁日报

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公 告

鉴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签订了《单户债权
转让协议》；同日，关于该笔债权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转
让合同》；同日，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沈阳思耐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同日，沈阳思耐科技有限公司
又与沈阳和世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即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经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辽宁省分公司、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沈阳思耐科
技有限公司三方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所
有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债权受让方沈

阳和世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沈阳和世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债权人及其担保人，向沈阳和世通光电
技术有限公司即债权受让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思耐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和世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0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上海浦银安盛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沈阳思耐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和世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借款人名称

沈阳和世泰通用钛
业有限公司

贷款合同
编号

兴银沈2014
流贷2006号

担保人名称

抵押担保：沈阳和世泰板带材有限公司、阎
东辉、李秀珍；保证合同：沈阳和世泰实业
有限公司、阎东辉、李秀珍

担保合同编号

抵押合同：兴银沈2014最高额抵押2001号；保证合同：兴
银沈2014最高额保证2001号、兴银沈2014个人最高额保
证2002号

项目清单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
公司拟对大连兵工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
4557.04万元,本金为1382.51万元。债务人位于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路158号友好大厦26
层N号，该债权由山西国联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刘旭东、白洁，林野、蒋葳蕤提供担保。该债权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
备有签署合同的主体资格、有权受让标的债权、
已获得签署和履行合同的相应授权或批准。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管理人员、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
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
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
控制人，公开处置标的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

人，以及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公
开处置标的的主体等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

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辽宁省分公司
联系。

联系人：庞经理,韩经理
联系电话：0411-82809289,0411-82816590
电子邮件：panghongzhi@cinda.com.cn,

hanj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

街3号六层601-620室、七层局部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

22518961；024-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wangyinhui@cinda.com.cn；
huoya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