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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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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综 合 服 务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重庆沃华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9月11日开具
给重庆本勋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增值税专
用发票（代码：5000154130、号码：02039682）
的发票联及抵扣联遗失，声明原件作废。

告 示
由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G319线秀山洪安大桥改建工程与洪安镇贵
塘大桥工程现已竣工，凡涉及本项目所有债
权债务关系的个人和单位，于即日起15日内
到我司办理账务结算手续，逾期恕不办理。
联系人: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 高清明
联系电话: 023-87809923
公司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3号4-1
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9月20日

招标代理机构招标公告
执勤第一支队机关训练器材室建设、保障大队营房维修、机

关管网整治和机动大队战备库室建设项目已通过武警总部和武
警重庆总队立项通过，现拟对上述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招
标。投标人资格：1、具备工程招标代理资格且未被停止执业资格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招标代理机构。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
体招标。3、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9月25日下午6点整截止。诚
恳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推荐符合条件的单位报名。
联系人：刘老师（17783356795）
联系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镇二塘村156号机关办公楼二
楼军需营房科

张桂来于2018年3月25日在重庆荣盛坤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荣盛华府项目购买了商品房（房号为
二期5-1-601），共交款517512.82，收到财务人员
开具收据三张，（收据号：0001124,0001196,
0000495）后我不慎将上述收据遗失，特此登报

减资公告：经重庆楼兰私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7FW57G）股东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800万元减少到3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9月20日
注销公告: 重庆市江津区德天纸制品包装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586861587K）经股
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鹰躍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89EM0H）股东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内资个体工商户（唐容）遗失通用
打 卷 式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150001620410，发票起止号码：
48149810-49149900共计91份，
特此声明空白发票作废！

遗失重庆珑晋传奇船舶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
设银行重庆观音桥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54501501，编号：6530-01078562，账
号：500010636000502476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十八中两江实验中
学校遗失行政事业资金往来票据
空 白 票, 票 号:003012451-
0030012500,声明作废
巫山县红椿土家族乡高炉村互助
资金扶贫协会遗失重庆农村商业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
3908020120010000571，核准号：
J66780002840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仙鸿房屋信息资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00232000003846）股东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灏呈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7BM36N）股东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声明：上海段和段（重庆）律师事务所遗
失 临 时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51021519700704661601，声明作废
重庆市双王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巴南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0106001）（编
号 653000742633） （ 账 号
111629942596）原件，声明作废。
声明：丰都县恒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有以下车辆：
渝 GH6223；渝 G0539（挂）、渝 G0560（挂）、
渝 G0563（挂）、渝 G0572（挂）、渝 G0573（挂）、
渝 G0537（挂）、渝 G13069）因车辆转卖，报废原因
未在公司营运，现声明注销以上车辆。特此声明。

公告
城口县友信水力开发有限公司垫江分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注册号：915002310863140188，负责人彭少龙）：

因你单位未履行我局2018年6月20日作出的《劳动
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垫人社监令〔2018〕12号）的
指令，现我局依法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告知书》
（垫人社监罚告〔2018〕5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垫人社监听告〔2018〕5号），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单位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重庆市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等相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503室领取，逾期未领取视
为送达。请你单位在公告期满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交陈
述申辩材料或者3个工作日内申请听证，逾期视为放弃。

垫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9月2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蓝航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03000171647）股东决定，拟
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翔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7530525344)经公司股
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城口县谊康保健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229000333531）股东会决定，拟将注
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
45天内 ，请债权 、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19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盛宏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0MA5U5P7R4C）股东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尝手续。
注销公告：恒安(重庆)纸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362191952XU）经股东会研究
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玄绿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0MA5U7J038M）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0日

江西省力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2015年9月
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5311091082）、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905355632613）声明作废
遗失江西省力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公章壹枚（编号
5001141048141）、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41048142）声明作废

原大足县四季养鱼场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大足支行邮亭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6530032461601 账 号
2224010120440000279）及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G1350011103246160G）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泽铭电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8MA5UMCNG35）股东决定，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0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珂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8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
按照《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李凤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陆家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9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按
照《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办
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郭娇娇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327726188P的重庆戴克瑞森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我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戴克瑞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0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5UG5TRXH的重庆宜
食惠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
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宜食惠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柠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MA5XEWWL5L）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永川区尚佳电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8HL23T）股东
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友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MA5UUKJW47）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0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5331646367P的重庆鑫
诚工商咨询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鑫诚工商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0日
注销公告：重庆翌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6L4A0U
经股东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
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
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屹锋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4597954316A经股东研究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
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希元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582810539H经股
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
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赛邦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66608599027）股东大会研究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由600万元减至4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9月2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润和通风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304882938A）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裕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5YPNM06R）股东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0日

遗失洪如祥车牌号渝F73U39道路运输证声明作
废。天浩公司BU5132 营运证 500110026967 渝
BU5171营运证500110026962遗失。越华公司渝
BL0953营运证500108025173遗失。泰吉公司渝
BR8785 营运证 500110016587 遗失。熊诗林渝
B893J9 营 运 证 500103020415 遗 失 ，章 川 渝
DS5175营运证500103026171遗失。同福公司渝
BJ2751营运证500113014583遗失作废。环通公
司渝BR9966营运证500108024874遗失。光耀公
司渝B90U92营运证500110089724遗失。宏渊公
司渝D90077营运证遗失。双旭公司渝BS6536营
运证500110020891遗失。遗失重庆路航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渝BY5980营运证正副本500110053485
作废。速驰长寿分公司渝BF7698营运证遗失作废。
卡乐公司渝BU5627营运证500110037851遗失。

兹有重庆睿洋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员工冯洪臣二级建造师注册印章遗
失，注册编号为：渝219111225601。
特此声明该印章作废。
遗失重庆泉生能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91500105MA5U4KET6F） 税 控 盘
（499926171909）一个和一份2008版增值
税普通发票（二联，发票代码：5000162320，
发票号：2852033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恒丰塑胶电器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大渡口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1884401，
账号：500103011010141018278，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恒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重庆增
值税普通发票（十万元版）叁份.发票代码
5000174320 发 票 号 码 18661051.
18661052. 18661054（发票联）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龙都门窗经营部（注册
号500101200020209）,投资人决定注销本企业，
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管理规定，自登报之日起60
日内，请债权人到本企业申报债务。联系人牟奇
飞，电话15870582018，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明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2018年6月22
日开给重庆市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普
通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5000174320 发 票 号 码
00145276.00145277.00145278.00145279（发票
联）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杨琼之水果种植场(社会
统一信用代码:91500101084698118G )投资人决
定，本企业拟注销，按《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
权。联系电话:17783797733，联系人:杨琼之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饶基杰水果种植场(社会统
一信用代码:91500101084698062D )投资人决定，本
企业拟注销，按《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
系电话:18723677211，联系人:饶基杰
遗失上海景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遗
失收据两本，编号为：1813958、
1813981至 1813990，0028622至
0028624，声明作废
遗失2016年11月18日核发的重庆鼎丰水处
理设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3756241007M声明作废
重庆鼎丰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遗失重庆银行文
化宫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2077603账
号40010104001134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椒科农业股份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350011633168630XC）成员
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
权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
经重庆启杨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91500105MA5U9QBW58）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
《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遗失个体户唐建明2009年11月

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500223600107501声明作废●刘敏丢失药发票原件二份，发票号
005696966，003728470声明原件作废●遗失黄平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专科毕业证（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编号6650012500101849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渝北区福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北碚分公司通用定额发票
（二联贰元）代码150001623824号码15914301-15914500作废●遗失2018.7.26发经济技术开发区雅厨餐馆（尹晓芬）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YYC6H23作废●遗失李宇粟2015.8.2岀生证编号R500191169声明作废●遗失2016.7.20核发重庆市渝中区天阔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70984B作废●遗失重庆美华酒店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重庆美仑道路沥青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行重庆南岸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7436003账号231580204210001作废

●重庆友莘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平安银行重庆分行江北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4916002账号11016623705008作废●遗失重庆大安重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安装分公司公章作废●遗失2013年4月10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何家龙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4060015138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蕾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天鸿永业投资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5003844003851),声明作废。●重庆迪弘机电有限公司遗失备案通知书:（渝两
江）登记内备字[2011]第00179号，声明作废●遗失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张远中派遣证
号201713813300248，声明作废●遗失戴斌洁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288370作废●遗失龚远游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880020180100050作废●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盛石材厂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901600198712声明作废●遗失2017年08月23日核发重庆中御世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339668720N作废●遗失2017年12月14日南岸区荣泽花店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50010860424959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拓新控股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给杨莉销
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代码250001490105代码00171825作废● 重庆执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级建造师刘
亚丽，印章渝243131443106（03）遗失作废。●重庆市渝北区芸辉商贸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重庆
龙湖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8658201声明作废●遗失周家琴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本510224197204062523作废●遗失自贡市沿滩区居民彭莉于2016年4月20日在潼南区人民
医院所生之子李志豪出生医学证(编号P500239338)作废●遗失南岸区巴比娜美美容院卫生许可证渝卫
公证字（2014）第500108002560作废●遗失谢和金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349759作废●遗失2015年10月15日发沙坪坝区口水面
馆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606436556作废●遗失2014.7.25发郑洪学营业执照副本500384602492375作废●遗失2016.4.29发郭秋华营业执照正本500104607661837作废●遗失重庆愚夫食品有限公司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副本，证书编号QS501317010025作废●遗失重庆台创温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1097007730作废

●遗失2017.6.7发璧山区光宇玻璃销售店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7MA5UMFY00H作废●遗失2018年07月16日发渝北区政鸿足浴店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600LWE33作废●遗失重庆含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周国沂（身份证510603198207106370）
重庆一级建造师执业印章，章号渝 150121207191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缘月科技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1327765750U）
税控盘，盘号662600083308，声明作废●遗失蒋俊玲中级农艺师证，证书编
号013519100053作废●重庆市巴南区城市管理局遗失非税一般
缴款通知书（2014）NO：605337846作废●遗失重庆游氏建材有限公司2016.12.02核发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798002709T作废。

（上接01版）

B 有些警情让人啼笑皆非

有些警情啼笑皆非，甚至荒唐。但它
们也有价值。

让金禾难忘的是一个小姑娘，她正在坐
小火车，突然打雷了，很害怕，立即报警。“我
当时看了看天，耐心告诉她说，天气很快就
变好了，不会打雷，你不要怕。”金禾说。

近几年，仙女山都会举办露营音乐
会。有位游客整个晚上不停报警：“音乐会
太吵了，能否制止一下。”原来他把帐篷搭
在喇叭附近，当然声音很大。他希望民警
来把喇叭的声音关小点。但其他游客显然
不同意这样做，不能因为一个人就影响露
营音乐会的正常举行。“我们只能请他把帐
篷移远一点。”

去年，一位游客打110，说他正在山上
露营，周围不时有牛和马走来走去，让他睡
不着。“我很害怕牛和马，希望你们快点来
把它们赶走。”这能怪谁呢？民警去了也没
有办法，因为仙女山村民的牛和马一直是
敞放的。“它们才是仙女山草原的主人。它
们走来走去，才有味道。”金禾说。

金禾说，前几年仙女山来的主要是重
庆游客，现在全国各地的都有，每个地方的
人性格、感知不一样，深入了解他们，对执
法才有帮助。

C 民警的生活像个固定模子

仙女山镇银杉大道旁一栋破旧的四层
楼就是派出所，楼下有一个小坝子，可停几
辆车；紧挨着的是一家中餐馆，油烟直往外
排；偶尔从楼上传来几声警犬的叫声，那是
去年才来的“汗血”，一有陌生人上楼，它就
会叫。晚上，叫声特别大。

一楼二楼是办公区，三楼四楼有几间
宿舍，食堂在四楼，民警们一日三餐均在
此。52岁的方安梅煮了7年的饭，每天清
晨5点起床，一直忙到晚上7点。

生活像个模子，固定好了的。早上近7
点早餐，一般是小面，间或稀饭、馒头、鸡
蛋；中午12点开饭，五六人一桌，四菜一
汤，两荤两素；晚饭在 6点，依然四菜一
汤。过节，可能加一个菜。

民警们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吃饭，像
一大家人。谁的父母兄弟来了，添一两副
碗筷就行。

金禾说，因为派出所人太少，加之夏季
游客多，所以从6月起到9月上旬，不准耍
假（周末也不休）、不准离岗，即使家在武隆
城区，下班后也不准回家。他们像钉子一
样钉在了这里。

每天早上8点准时点名，下午还有一
次签到。所有节日，包括春节、国庆以及端
午、中秋、五一等小长假，必须在岗。为什
么要这样？

“现在，一到假期，来仙女山的人多了，
比如春节，人一年比一年多。”金禾说。

小长假与周末重叠，金禾、教导员任明
东、两位副所长以及部分民警，一年连30
天也未休到。

他们过的是一种集体生活，久而久之
会恋恋不舍。今年7月，因妻子和父母需
要照顾，蔡昌炜调走了。金禾记得，他走的
时候非常舍不得，哭了好几场。

但对妻子来说，完全是另一回事。即

使几位把家安在武隆城里，哪怕只有半小
时车程，夫妻见面的时间也不多。

任明东的妻子说：“还不如远处当兵
的。”另有民警的妻子告诉金禾：“我们已被
逼成了女汉子，修水管换灯泡，样样都会。”

家住南岸区南坪的王静雨也有苦恼，
去年结了婚，现在想要孩子，但与妻子相处
的时间太短太短。王静雨最大的心愿，就
是能多陪陪家人。

D 看看奖状也是一种激励

慢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爆料热线：
966988；邮箱：3159339320@qq.com）记者遇
到了金禾12岁的儿子金海桥。他很胖，一
直待在那间窄小的屋子，或做作业或玩游
戏。金禾觉得特别对不起他，这么大了还

没带他出去耍一次。
“他暑假，我在上班；寒假，又年底了，

事情多；而春节、国庆、五一、中秋、端午这
些假期，必须上班。”金禾说，他得了五一劳
动奖章，可以到外地休养一下，很想带儿子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老家70多岁的老父
母很久没见了，他必须回去看看。

金禾的电脑屏保有些特别，一幅简单
的水彩画，有向日葵、小太阳、一个孩子和
一个大人，下边写了一句话“希望我能永远
和你在一起”。这是他36岁生日那天，儿
子送他的生日礼物。

隔壁，住着另一个孩子：教导员任明东
的儿子，11岁，很瘦，戴近视眼镜。

一到假期，任明东当老师的妻子和儿子
都来了，这儿就成了他们的家。和金禾的家
一样，一间屋、一张大床旁边紧挨小床。由

于没有柜子，衣服杂乱堆在一起。没有玩
具，没有沙发，没有椅子，但它至少是家。

在南岸区弹子石长大的赵亮30岁了，
特别渴望结婚有个家，可现在连女朋友也
没有。

单身民警挤在一间像学生宿舍的房间
里，6人一间。王静雨住的那间，挂满了派
出所获得的各种奖状。“这只是很少的一部
分。”金禾说，让他们时时刻刻看着这些荣
誉，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激励。

实际上，金禾内心充满愧疚。他心焦
着，对不起这帮兄弟：大家不能回家，即使
家里有事也不能回去。他说，仙女山是热
点景区，一丝一毫懈怠也不行，稍不注意，
就会成为网红。他庆幸这么多年，没发生
一件“爆款”的事情。

心细的金禾呵护着这个大家庭，他的
手机保存了每年春节大家团圆时的照片。

“虽然没有和亲人在一起，但我们也是一大
家人，也是一个家，我们要好好团圆。”

还有不少过节的照片：端午节，每人一
个粽子；中秋节，每桌一盘月饼，一人一个。

E 生活工作傻傻分不清

“由于吃住在一起，感到工作和休息没
啥区别了，生活工作傻傻分不清。”

刘静是渝北区两路人，今年25岁，她像
名字一样文静恬美。2016年7月14日，她
来仙女山派出所报到，现在主要负责内勤和
户籍，不熬夜出警，待遇比其他民警好一点。

生活越过越简单，她也更宅了，宅在办
公室。晚上即使没有事情，她都会在办公室
呆到八点多钟。过去喜欢看侦探小说，现在
忙了，很少看。“感觉与外界慢慢脱节了，和
朋友聊天，他们常说，怎么你的观念与我们
不一样了。”可刘静觉得这无关紧要。

因为没有假期，和男朋友也分了手，如
今她单身一人。

刘静衣着朴素，宿舍也一样的简陋：门
边墙上挂着一个样式陈旧的挎包；紧挨着
的是一副亮锃锃的手铐，算是这间屋子最
闪光的物件；三双皮鞋摆在门后边；可折叠
的布衣柜里，并没有几件衣服。她有些不
好意思地说：“屋子很乱。”其实，很整洁，因
为本来就没有多少东西。

刘静说，夏天的仙女山舒适怡人，可冬
天就没那么好过了。“很潮湿，被盖湿得都
拎不起来，盖在身上像压了一块木板。”

11月底，开始烤火，一直持续到第二年
4月。今年5月就冷得不行，又烤火。朋友
们问她：“你在哪里呀，5月了还在烤火。”

工作第一年，春节不能回家团圆，她告
诉爸爸说春节不回来了。爸爸说：“你刚参
加工作，没有考虑你。”说到这里，刘静哭了。

“从到了这儿，婆婆、爸妈、哥哥的生日
我都没参加过。爸爸经常说，我理解你，幺
儿。”

“我一方面希望家人来看我，另一方面
又受不了离别的场面，因为离别后又不知
好久再见面。”刘静说。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刘涛/文 杨
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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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完一天，所长金禾看看孩子的作业。

▲民警将野生蛇放生

▲民警刘静整理头发准备上班▲民警在铁门上锻炼身体

▲民警们每天与“荣誉”睡在一起

▲所里的民警平时都生活在一起

11∶2000万
仙女山警察
忙些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