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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魔时刻

伴随着极为人的一声

怒吼! 一个
!"

岁左右的男子

飞起一脚! 狠狠地踹在墙上"

这幢现代化的办公大楼! 当然

不会很在乎他的这一脚" 最在

乎自己的! 其实是他本人" 也

许! 他知道魔鬼又来心中坐朝

了" 他的怒吼! 他如此不顾一

切地撞墙! 是在驱魔呢"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

魔鬼" 诗人里尔克说!#如果我

身上的魔鬼弃我而去! 我怕我

的天使也会不翼而飞$%没有魔

鬼反而是不可思议的呢" 不过

有些魔鬼发作起来也实在太吓

人了"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的

姐姐玛丽&兰姆
#

也是富有才华

的作家
$

!一次精神病发作时竟

然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她是间

歇性的% 平静时她是有着高度

修养的作家! 发作时查尔斯只

好流泪牵着她的手向医院奔

去% 诺奖获得者怀特说得非常

可怕!'人会为了一点微不足道

的小事去杀人!((也许就因

为天气不好! 也许仅仅是饭后

不适%$几年前!一位北京公交

车女售票员! 掐死了一对老教

授夫妇的独生女! 媒体颇为妖

魔化了售票员% 售票员必须接

受法律的惩罚! 这是没有疑问

的! 但我们也没有权利独占道

德高地%从人性的角度看!暂时

不能控制自己心中魔鬼的人!

倒真正值得悲悯呢%

王维有诗云 !'安禅制毒

龙$!每个人都必须安静地度过

属于自己的不安时刻% 实在度

不过去时怎么办) 或者去看心

理医生!或者改变生活方式!多

和活生生的人交流% 目前这两

方面的状况都很令人担忧%对

看心理医生很多人都讳莫如

深! 其实这将成为一个趋势%

改变生活方式也很难% 我们的

生活越来越孤岛化了% 人与人

之间的信任感越来越差! 而电

视*网络又这么精彩!我们一有

时间就和它们玩%这样一来!魔

鬼就越来越难控制了%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

海啸专栏$% 网址
%**+,--.../

'012/034-+&()56(-7275-7%875-

&

挖 藕
!

马 卫

七伯的儿子星远高职毕

业!在一个大型住宅小区找到

一份园林规划和监督工作"消

息传回老家!七伯脸上却看不

到一丝笑容 ! 眉头反而皱紧

了"七伯母问他 #你愁啥呢 $!

七伯说 #还能愁啥 !担心星远

呗$%

星远是独子! 从小娇惯"

书读不好!也不爱劳动 !连草

都没割过一把"参加工作后就

成了&月光族$!穿的是名牌 !

吃的是饭店!还时不时出去旅

游! 一分钱也没给过家里!日

子紧的时候还跟家里要钱%七

伯说过他好几次! 要他存钱%

星远说没那必要%

七伯家有一弯水田!每年

都种藕 % 七伯种的藕都是红

心!口感绵软!绝不施化肥%但

种藕是辛苦活! 特别是挖藕!

寒冬腊月穿着雨靴去!几年下

来七伯就得了老寒腿%

国庆节前夕!七伯带信给

星远! 让他长假必须回来%星

远本想出去旅游!老爹坚持要

他回家也不说缘由!他只好答

应着!心想家里要是没有特别

的事情 ! 就还按原计划出去

玩%

回到家! 七伯说'&星远!

明天我们去挖藕%$

星远睁大眼睛!&爸!我从

没挖过藕啊%$

&万事都有头一次%$七伯

喝着药酒 ! 老寒腿在隐隐作

痛%

第二天早上 ! 天阴沉沉

的%星远穿着雨靴!拿着锄头!

学着七伯的样子一脚插进田

里!无边的冰冷立时将他包裹

住%&爸! 这藕也值不了几个

钱! 请人挖算了%$&这不是钱

的事 %$&那是啥事 ($ 七伯不

答!只顾干活 %星远学着动起

来!身上渐渐有了暖意%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七伯

母远远地叫了声#吃饭$!星远

立马跳上田坎 % 七伯说 '#别

急!把藕装篓里!抬到河沟!下

午要洗%$

到了家门口!父子俩一起

洗手洗脚%星远挖藕溅了一身

泥!七伯身上只有几星%#星远!

出水才知两腿泥啊%$星远脸一

红!内心升起浓浓的愧疚%

过完节星远离家!七伯把

藕分成很多份!要他进城带给

同事和朋友% 星远说'#爸!明

年咱家还种藕吧!我回来帮着

种)$七伯却说'#不种了!今年

是最后一年 %$ #为啥不种 ($

#土地流转了! 明年开始办养

殖场!喂山鸡%$

星远看着父亲! 笑了!转

身上路!路边星星点点的野菊

花开得正艳%这次回家 !星远

明白了父母的心!告诉自己要

换个活法%

悟 性
!

三 石

林主任想从乡镇调一个人替

他打下手! 黄源镇的夏镇长推荐

了两个人选! 都是毕业于师大中

文系的选调生!一个叫宁晓!一个

叫张贺%

林主任出了题目! 让这两个

人每人写一篇调研文章%几天后!

夏镇长将两篇调研文章交给林主

任%林主任看得心花怒放!边读边

叫好!可只有一个编制空缺!如何

取舍呢(夏镇长建议当面考察%

这天! 林主任抽空来到黄源

镇%听人说起宁晓*张贺来!都众口

一词!说他俩素质高*作风实*能力

强!简直就是完人%只是宁晓性格

比较活泼!张贺则显得沉稳一些%

林主任叫两人过来一见!决

定谁顺眼就是谁%可当宁晓*张贺

往他面前一站!两个阳光大男孩!

一样的气宇轩昂! 跟林主任交谈

时不卑不亢*对答如流%林主任是

怎么看怎么喜欢! 还是拿不定主

意%静下心略一思索!他想出了办

法!从随意聊天开始!天南海北国

际国内! 最后把话题引到当地一

些土特产上%

#黄源镇的胡田柚名气不小!

今年已经上市了吧($林主任问%

#上市了! 今年又是个丰收

年%$夏镇长说%

#不过就是个柚子!它到底好

在哪!你们俩知道吗($林主任转

向宁晓和张贺%

宁晓在镇政府的工作主要是

协助镇长抓招商引资! 对属于农

业范畴的胡田柚不太了解! 只支

支吾吾地说'可能是口感好*肉质

嫩吧% 而张贺一直协助镇长抓农

业和农村工作! 对胡田柚了如指

掌% 只听他滔滔不绝地介绍着!

#胡田柚是红心柚的一个品种!是

我国主要的八大柚类之一! 果形

为梨形! 果皮黄绿色! 果肉浅红

色!食之酸甜适中*口感清爽且耐

储存!具有止咳化痰*健胃消食*

润肺清肠*补血健脾的功效%在我

们镇! 它是拥有地理标志许可的

特产++$ 直到听完了胡田柚的

历史渊源!林主任才笑着点头说'

&听你这么介绍!我哈喇子都快流

下来了%$

看起来已分高下% 林主任走

后!夏镇长立即恭喜张贺!同时也

不忘安慰宁晓'&小宁啊!以你的素

质!在镇里发展也是大有前途的%$

不到一个星期!一纸调令下达

黄源镇!调令上的名字竟是宁晓%

送宁晓去县里报到那天!夏

镇长抽空向林主任表达了自己的

不解% 林主任笑着说!&你当我真

是考他们胡田柚呀)$&可你们一

直在说胡田柚啊($

&张贺对胡田柚了如指掌!说

明他肯学肯干! 但他毕竟是抓农

业的!这也不算特别,而宁晓在镇

里两年了! 对胡田柚按说也应该

有些了解! 但他毕竟是负责招商

引资的!说不明白也没什么奇怪%

如果以这个问题来考察他们!似

乎有欠公平%$

&那你为什么还要问他们这

个问题($

&我只是考察一下他们的悟

性%结果是'当天晚上!宁晓找到

我家!给我送来两盒胡田柚%$

这回换夏镇长笑了!&胡田柚

再好也不过二三十块钱一斤!几

个柚子就把你打发了($

&这怎么能是柚子的问题!家

里本来就搁着好几箱呢%$林主任

不以为然%

&那是什么问题($ 夏镇长不

明白%

&兄弟)$ 林主任拍了拍夏镇

长的肩!&不是我说你! 你的悟性

也有待提高啊%$

探 病
!

吴敬贤

老王病了! 厂里的人接二连

三去医院探望!唯独郑强没去%

郑强刚参加工作时! 老王是

车间主任!为人正直无私!在厂里

口碑很高% 郑强干技术员的第一

天就受到老王的表扬! 对老王充

满感激%

可没过多久! 郑强发现老王

对他的态度来了个
%&"

度大转弯!

经常变着法地挑他毛病!尤其喜欢

当着很多人的面批评他! 让他难

堪%&到底为啥呢( 我一直认真工

作!从没失误呀($郑强想不通%

厂里要派两名技术员出国学

习! 郑强报了名% 老王在厂部会

议上反对派郑强出国! 说郑强虽

然毕业于名牌大学! 但工作时间

短! 经验少! 不够条件% 幸亏车

间副主任老高极力为郑强说好

话! 帮他疏通关系! 郑强才获得

宝贵的出国机会% 从此! 郑强恨

上了老王%

后来!老王退休!郑强得到提

拔%再后来!老王生病住了院%

技术员小田探病回来! 对郑

强说'&老王在病床上一直念着你

呢%$郑强冷着脸不说话%&论年龄

他是长辈!论技术他是前辈!就算

他不欣赏你! 看在长辈和前辈的

分上!你也应该去瞧瞧他%$小田

苦口婆心!郑强终于同意去一趟%

郑强的身影刚出现在病房门

口! 老王的老伴就兴奋地喊'&老

头子!快看谁来了($

老王艰难地坐起来! 一脸惊

喜地朝郑强伸出手% 看着老王病

体瘦弱的样子!郑强心软了!快步

走到床前!握住老王的手%

老王嘴唇颤动! 像是有很多

心里话!一时说不出口%老伴知道

他的心思! 对郑强说'&从前老王

在位时总给你小鞋穿! 其实他有

苦衷!你一定要原谅他%$郑强只

能点头!尽量找些宽慰话来说%

过了一会儿! 老王平复好情

绪! 缓缓说道'&你知道我从前为

什么老是当着大伙的面批评你

吗(自打你进厂!我就发现你是个

难得的人才! 可车间副主任老高

跟我有矛盾! 我担心退休后他当

车间主任!把你看成我的人!毁你

的前程!所以才处处为难你!把你

推到我的对立面%$

郑强一阵惊愕%

&就说那次出国进修! 我只

有使劲阻挠! 老高才会极力推举

你! 这都是我料定的事% 人际关

系就是这么微妙! 你要慢慢领悟

啊++$

第一天
!

刘 兵

通过招考后第一天上班 !

小莉满怀理想和激情! 早早就

来到单位! 要给领导留个好印

象%

机关规定八点半上班 !小

莉早到了半小时% 按照父母的

吩咐!她脱掉外衣!戴起袖套!

先从拖地开始! 再用抹布把座

椅桌子门窗都擦了一遍! 还收

拾了几位前辈凌乱的桌面%

看着窗明几净的办公室 !

擦去额头渗出的汗珠! 小莉心

里很踏实%

快九点了!办公室里的&前

辈$们才陆续到达%主任来得稍

早!注意到屋里的变化!冲小莉

点点头!表扬了几句%这时又有

人进屋!主任向他们介绍小莉%

小莉谦逊地打着招呼! 却感觉

对方的反应有些冷淡! 有的人

连笑容都欠奉%

小莉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

表现得更拘谨了% 好在主任体

谅她!让她先上内部网站看看!

熟悉情况!再配合罗姐搞综合%

年底杂事多! 她正好给罗姐分

分担子%

主任捧着茶杯! 去了局长

办公室, 老雷拿着刚送来的报

纸!钻进卫生间&蹲点$,大李怀

揣好烟! 溜到隔壁办公室找人

侃大山%罗姐在外面吃完早餐!

这会儿才风风火火地走进来%

看着干净的桌面! 罗姐脸

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不快!

直到接了个电话才高兴起来!

从文件堆里找出报表! 让小莉

陪她去财务室核实数据%

财务室女同志多! 罗姐又

是个热闹人! 人一到就掀起阵

阵欢声笑语% 她让小莉拿着报

表找阿芳! 自己则和一帮老姐

妹闲聊!谈完了孩子谈老公!聊

完了菜价聊基金! 到中午还意

犹未尽%

主任陪局长出去应酬 %老

雷照例回家% 大李被人拉走聚

餐% 罗姐捧着饭盒去财会室用

微波炉加热%小莉落单!下楼买

了面包牛奶!对付了一顿%

下午人再到齐时! 已是三

点%主任宣布有文件要学习!于

是主任念文件!大家各行各事%

上班第一天! 小莉感觉时

间过得特别慢% 好不容易熬到

下班的点! 罗姐有意落下跟她

一起走%

出了大门! 罗姐问'&第一

天上班有何感受($小莉说了真

实想法!罗姐亲热地挽起她!笑

道'&慢慢适应吧!小姑娘家要那

么大理想干吗)提醒你啊!以后

不要把别人桌面收拾得那么干

净!会暗示他没有做事%你也要

尽快找到自己的-队伍.!跟兴趣

相投的年轻人打成一片%不然!

时间还真不那么好混++$

万能的摊主%

与其信广告不如亲口尝%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签名档

"

信号强则中国强!网

速慢则天下乱%

"

能大声喊出来的!都

是真话%能老远认出来的!

都是真胖%

"

用半年时间攒一个

联系你的理由+ 好久没联

系你了%

"

冬季!是个洗澡靠毅

力!洗衣靠耐力!起床靠爆

发力的季节%

"

需要找回很久没用

的账户密码! 三个安全问

题全部回答错误,,,你最

理想的工作是什么! 你最

常去的地方是哪里! 你最

喜欢的人是谁%

"

建议餐馆把部分菜

名改为'随便$*'都行$*'不

知道$*'你定吧$((

"

香飘飘说自己一年卖

出
%

亿杯! 杯子连起来可绕

地球好几圈% 新疆的拉条子

笑了+ 一个月卖出去的拌面

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子%

"

下楼取快递对我来

说!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

段子

"

我见过的最淡定的

女子!没事从来不给男朋友

发短信或打电话%我就问她

是怎么想的%她回答+'他若

不忙!就会和我联系%他若

正忙! 我打扰他干什么)他

若不忙也不和我联系!那我

联系他干什么呢)$

"

元旦聚餐!朋友喝多

了! 回家迷迷糊糊地敲门%

媳妇开门见他一身酒气!生

气地说'你走错门了$%朋友

转身下楼%他媳妇趴窗户看

他在楼下坐着! 怕冻坏了!

就下楼叫他%他委屈得都快

哭了+'我喝多走错门!叫一

个丑娘们儿给撵出来了-$

"

和老婆回家路过超

市!老婆进去买东西%超市

门口有只可爱的金毛!我就

逗它玩%一会儿金毛的主人

出来! 对它喊+'玩什么呢!

宝贝)快走啦-$金毛摇着尾

巴跟了上去% 这时老婆出

来! 对我说+'看什么呢!宝

贝) 快走啦-$ 我立马跟上

去!同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

感觉((

"

天寒地冻想在家吃

火锅!制作教程如下%请四

个人! 给第一个人打电话+

顺路买点青菜 ! 就差青菜

了. 给第二个人打电话+顺

路买点羊肉! 就差肉了.给

第三个人打电话+顺路买点

冻豆腐啥的! 就差这个了.

给第四个人打电话+在楼下

超市拎几瓶酒!买点火锅底

料上来. 放下电话烧上水!

然后等着就行了%

"瓜子 整理&

雷

雷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检察日报 !"9"年 9 月 #日"总第:;#< 期&

陈朝元! 本院受理贞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贞民初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 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 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院

邓成亮!本院受理陈朝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

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院
杨志海!本院受理温良诉你与刘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成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邯郸市中级
人民法院'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陆小红! 本院受理遵义市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
你及付善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

'桐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
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马玲! 本院受理何学兴诉你及胡德珍婚约财产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华光荣!本院受理杨幺妹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 合议庭人员通知
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下午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杨林冲!本院受理何会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下午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申明贵!本院受理王德彪与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公告送达"

'"(%

'达渠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期
满后

(!

日内向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按对方当
事人人数提供副本$ 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夏余林(张光荣!本院受理刘道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参加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

时在本院
珠藏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赵明分!原告陈光平诉你离婚一案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司法为民服务监督卡%离婚案
件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土城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土城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黄泽银!本院受理邓书伦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诉讼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
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郎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姚改芳"

"99;=99>:>;?9"@ABB

&!本院受理任自创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须知% 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
于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花石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魏贯生"又名魏冠生&!本院受理胡序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须知%权利
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花石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杨世铨"

"99;=99>=<;"9>@>BB

&!本院受理张素霞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须知% 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
于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花石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李建军! 本院受理长葛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长民金
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
增福庙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

丁川(董玉!本院受理张爱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州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李国强! 本院受理陈咏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肥西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桃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王开礼!本院受理李志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桃
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韩巧玲!本院受理刘长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平台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江华(杨晓芹!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松滋市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鄂松滋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荆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于连盛!本院在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庄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依据已生效的*

'"((

#庄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
行你及孙传东%刘玉良%辛伟%徐长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
过程中!申请人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庄河支行申请
其变更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

'"(%

#庄执更字第
%(,"

号执行裁定书&变更申请人大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庄河支行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牛俊停!本院受理贾秋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夏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内
容&准许原告贾秋云撤回对被告牛俊停的起诉$案件受理费

%""

元减半收取
(!"

元!由原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

刘正田!本院受理施文杰诉被告刘正田%程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天民一初字第
"((%!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滁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

刘秀平!本院受理郭文席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梁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大路口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

邱文胜!本院受理山东梁山汇添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梁商
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大
路口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

覃息英!本院受理赵庆存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须知%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路口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

马德坤!本院受理杨玉环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须知%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路口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

杨文冬(姚莉!本院受理秦同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义丰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张美玉!本院受理张德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义丰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管荣春! 本院受理吴俊广诉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在本院龙冈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刘小梅!本院受理孔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
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限满后次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

朱新!本院受理姚荣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泗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圣水峪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

吴成林! 本院受理张红杰与你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商梁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张辉!本院受理张红霞%沈祥柱诉你与张红卫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商梁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龙春岭! 本院受理刘小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鄢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

&"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许昌
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陈轩!本院已受理杨会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彭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郭淑平!本院受理陈春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

日下午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彭店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黄娜娜!本院受理栾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黄新伟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栾民初
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洛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

肖星林(窦成花!本院受理肖忠香与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下午
(!

时*节假日顺延#在原维扬区人
民法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夏元明!本院受理尹成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下午
(!

时*节假日顺延#在原维扬区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丁希琴!本院受理吴传宪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向你依法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审判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朱昌法庭应诉!逾期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第
(!

日%第
%"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朱昌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刘业茂!本院受理饶青%饶永国%陈玉萍诉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和
%"

日!

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

周军
,

本院受理杨平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金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抚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

杨国晨!本院受理吴金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金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抚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

覃兆力! 本院受理李迪聪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荔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大冶市昌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湖北银行大
冶支行开出的票号为

%(%"""!(.%"))'(((

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

年
('

月
-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
公告$该银行承兑汇票记载&出票人为湖北银行大冶支行!出票
人大冶市新冶特钢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湖北鄂钢丰地有限公
司%票号为

%(%"""!(.%"))'(((

!票面金额为
%'!"""

元!出票日
期

'"(%

年
((

月
''

日!到期日
'"(+

年
!

月
''

日$自公告之日
起

&"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行为无效$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本院
'"(%

年
("

月
("

日受理了申请人江苏伊索科技有限
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
期间! 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

年
('

月
''

日依法作出
*

'"(%

#鄂大冶民催字第
""""(

号判决书!宣告出票行为湖北银
行大冶支行!出票人大冶市新冶特钢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鄂
州市振豪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最后持票人申请人江苏伊索科技
有限公司! 票号为

%(%"""!(.'&("%,!)

! 票面金额为
%')-'/'"

元!出票日期
'"(%

年
,

月
-

日!到期日
'"(+

年
(

月
-

日的银行
承兑汇票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
支行$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杨支洪! 本院受理王亚芬诉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鄂大冶民初字第
"")++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黄石市
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骆和学!本院受理冯文艳诉你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

日和
%"

日$ 定于
'"(+

年
+

月
-

日
)0%"

在本院齐庄法庭
*肃宁县人民法院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
李安喜!本院受理杨家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城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刘海明! 本院受理王齐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邹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

&"

日内到本院城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瞿小威!本院受理方德伟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离婚案件相关事项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盘县人民法院

汪存发(杨先春(孙承云!本院受理陈敬全%储著坤%张务生%梁长
龙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霍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陈军!本院受理申请人宗克兵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霍执字第
+%,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期满后立
即自动履行本院*

'"(%

#霍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
义务$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朱玉林!本院受理申请人朱德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霍执字第
+!'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期满后
立即自动履行本院*

'"('

#霍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调解书所确
定的义务$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张卫星!本院受理武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西 信用社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武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内来本院徘徊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
吴曙光(郑丽玉!本院受理邱敏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瓯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事第二审判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
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

?;9<

&深龙法民一初字第
:<<

号
黄勇(戴乌鸽(林祖勇(陈幸福!本院受理杨美贞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深龙法民
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黄勇%戴乌鸽%林祖勇应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陈幸福应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黄勇%戴乌
鸽%林祖勇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陈幸福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倍加福*北京#过程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
发票!号码

"'"("%&)

!纳税识别号&

(("(-'&-'%"+(!(

!特此声明$

倍加福"北京&过程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奥腾思格玛*中国#集团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号码&

(("(-',&)+)"-"'

!特此声明$ 奥腾思格玛"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