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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半山坡上，一道门楼被倚老、倚斜
是起伏的鸟鸣
苍翠山峦
山峦里的杜鹃开得婉约与宁静

我还是想起了
与夫君相见只能相望的白石公主
想起了你

这并不突兀
我已是一个身临其境的人
如果我没有说出朝朝暮暮
任何花开
都是残酷的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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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人心都是相通的

乔新生

河南郑州一位小伙子到英国留学! 偶然

遇见在英国退休的瑞士工程师" 两个异乡人

相依为命! 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小伙子回

到中国之后! 老人抛弃一切来到郑州! 和小

伙子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吉林卫视节目制作人将他们请到演播厅!

讲述这一家人幸福的日子" 坐在他们的面前!

我能够感受到他们之间那种默默的温情"

!"

岁的老人就像是老顽童! 生活在这个幸福的

家庭" 小伙子的妻子为他洗澡! 小伙子的儿

子和他一起玩耍! 小伙子的父母陪伴他走遍

中国的大江南北" 当节目主持人询问现场嘉

宾感受的时候! 我多少有些哽咽" 这是一个

多么传奇的故事! 这又是一个多么令人羡慕

的家庭"

现场嘉宾把这样的故事称之为国际人道

主义! 我认为这对他们的感情多少是一种亵

渎"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彼此都是世界! 彼

此都是感情! 这里没有国际人道主义"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感情不值得称颂" 正因

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依偎! 共同享受着

彼此的感情! 这个故事才更加催人泪下"

世界各国的人心都是相通的! 只要付出

就会得到回报! 只要相互尊重! 世界就会充

满光明" 这是一个相互搀扶的故事! 在那个

寒冷的岛国! 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递了

温暖! 他们以彼此的照应! 传递着人间的真

情" 在他们彼此的眼中! 对方都是自己的世

界! 为了这个世界! 他们可以放弃优厚的工

作! 可以放弃舒适的环境" 他们共在屋檐下!

相互关心着彼此! 也相互温暖着彼此" 他们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让这个世界变得如此的

安全! 如此的温暖! 如此的令人流连忘返"

记得在录制的现场! 笔者曾经询问! 这

位老人所在祖国的大使馆是否考虑过让老人

回国安度晚年" 可没有想到的是! 小伙子根

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而老人也从来不打

算回国" 即使瑞士大使馆没有做出积极的回

应! 将这位老人所有的信息反馈到国内! 老

人一无所有! 小伙子一家仍然无怨无悔! 尽

心尽力地照顾这位古稀老人" 祖国对于他们

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 而国家救助对

于他们似乎是一个从未考虑的问题" 在他们

彼此的心目中! 这个世界只有家人! 没有祖

国! 只有彼此的温暖! 彼此的牵挂! 彼此的

怀念! 彼此的不舍"

在这样一个热衷于宏大叙事的环境中 !

能够走进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 亲身感受他

们彼此之间那种感情的传递! 是一件令人感

到幸福的事情" 虽然坐在他们的对面! 但是!

我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彼此的温暖" 当主持

人送别这家人的时候! 我的脑海多少有些眩

晕" 在这样一个充满理性的社会! 这个故事

似乎在告诉人们! 衡量人际关系的不是利益!

也不是所谓的友谊 ! 而是彼此的相互搀扶 !

以及相互温暖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这是一个

关于爱的故事! 但因为它是如此的纯真! 以

至于无法进行评论"

面 子

岳 阳

乡下的亲戚打来电话! 说他的亲戚因为

非法行医被公安机关送到检察院提请批捕!

了解到我所在的科室后! 他有些欣喜若狂#

$太好了%有你在我们就不用操什么心了%&说

完他就挂了电话" 我仿佛看到电话那端他引

以为豪的表情和他在亲戚面前炫耀的模样!

我的心也不禁莫名狂跳起来"

从学校毕业到县检察院一干
#

个年头 !

其间看到不少以前同学的亲戚' 朋友来找他

们办事! 庆幸自己落个清静的同时多少也有

点失落! 毕竟我是我们小山沟里走出的唯一

一个大学生! 之后又以高分被选拔到这个令

人敬仰的单位!为父母挣足了面子(逢年过节

回到乡下! 亲戚朋友见到我说得最多的是恭

维话!而我说得最多的是#$有什么需要帮忙!

你们到城里找我)& 可
$

年了没一个人找我"

亲戚的这个电话让我多少有些激动! 嘴上虽

没答应什么!可心里却在想#这可是面子上的

事!帮不上忙面子何在%头脑发热的我忘乎所

以%

第二天! 我找到了科长" 科长姓郭!

$%

岁! 不苟言笑! 平时除了工作我们很少交流什

么" 我心里有些发怵! 毕竟犯他的忌! 因为他

平时吼得最多的就是# 不允许任何人利用职权

徇私! 尤其是他带的兵% 可亲戚头一次找我帮

忙! 如不帮那是很失面子的" 我硬着头皮说明

了来意! 科长抽着烟从一本卷宗上抬起头! 面

无表情不冷不热地说# *行! 我让内勤把这案

件分给你! 先工作去吧%& 啊+ 我一愣! 心跳

加快) 退出科长的门! 飞奔回自己的办公室)

谁说科长难说话! 我心里嘀咕! 要知道我们科

无论大小案件都是由内勤按次序轮流分的! 从

没乱过! 这次科长居然给我开了绿灯! 真是太

给我面子了%

第三天!内勤将案卷送到我办公室!还说

科长要见我)进了科长办公室!看到科长对面

一个人行走的风景

牛凌云

习惯了一个人行走!习惯了一个人的思想

可以漫无边际地天马行空! 信马由缰地思考!

任由时光在身边悄悄溜走)

早上
&

点半!起床!洗漱!然后步行上班)

滨河路上! 大清早已经热闹起来) 晨练

的人们三三两两! 扭秧歌的, 跳舞的' 散步

的' 健身的不一而足)

走过车水马龙的二桥! 从凤山植物园的

东北角翻上去! 进入凤山植物园) 缓缓登上

揽胜阁! 放眼望去! 唐河! 这条唐河人的母

亲河宛如一条玉带从县城而过! 河上四座桥

梁像四道彩虹飞架! 河两岸一座座高楼拔地

而起) 远处的冯友兰纪念馆在晨曦中显得更

加古香古色) 冯友兰! 一代哲学大师! 他以

及他的学术思想是唐河的一笔宝贵财富) 体

育广场西边那高耸的唐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雄伟壮观! 第七届全国农民运动会舞龙舞狮

比赛项目曾在这里隆重举行) 宁西铁路线上!

一列火车呼啸而过! 划破了唐河宁静的清晨)

夕阳西下! 进入凤山植物园! 一对恋人

在相拥着! 我不忍心打扰他们! 放慢了脚步!

从他们身边走过) 不巧林子里飞出几只鸟 !

惊动了一对小恋人! 他们不好意思地向周边

张望! 我也只好装作没看到这一幕)

说到看风景 ! 想起卞之琳的 -断章 .#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当你欣赏别人那道风景时! 其实自己也成了

别人欣赏的风景! 当众生的存在点缀与吸引

着我们自己的视野时! 自己也悄然地构成了

众生眼中的美丽景致)

苗炜说!如果有机会再去巴黎玩!再去罗

马玩!我喜欢花花世界)有个英国作家说过!千

万别有那样的优越感!别人都是观光客!只有

你自己是旅人) 老早我就意识到!这大千世界

其实不过是个公园!大家都转来转去的!在这

里玩耍!浮皮潦草地看一看而已)

浮皮潦草地看一看! 说得真好! 一个独

立行走的人! 一个看风景的人! 浮皮潦草地

看一看也是一种心态) 即使再深度地游! 其

实只不过也是浮皮潦草地看一看! 只不过停

留的时间比别人长一些而已) 看风景对于人

生来说是一样的! 凡事不可过于刨根问底 !

不可拘泥于一个死角! 洒脱一点! 人! 烦恼

也就会少一点) 你眼睛死死地盯着看一个风

景点! 死死地盯着! 蜻蜓戏水! 潭中鱼可百

许头! 皆若空游无所依! 纵然能得到某些启

发! 但盯得眼睛发涩! 发胀! 发疼! 与其这

样! 何不转换一下眼睛! 使自己的眼睛轻松

一点呢+ 除了深度! 生活的细节之美也值得

我们细细品味) -徒然草. 有这样一段
'

*昼

间不妨简素, 质朴! 夜间则以绚烂华美之装

束为最佳) 人之姿容借夜间灯火观之! 美者

愈美) 谈话之声于暗处闻之则引人注意! 优

雅有味) 香味与乐音亦为夜间更觉动人)&

欲望是个无底洞! 欲望无止境) 社会浮

躁! 人心更浮躁) 就拿官场来说! 有的人为

了混那个小小的职位! 不惜让自己的人格扭

曲/ 有些做生意的! 偷税漏税! 假冒伪劣商

品! 为钱不择手段! 何日是尽头! 何日才满

足! 十人就有九个九说不会满足) 无论是做

官还是做生意! 这样的人都累! 自己何不为

自己寻找一方乐土! 清净地过自己舒心的生

活呢+

想到人的这些无止境的欲望! 猛然记忆

起床头放的最近常常拜读的李天岑的小说

-人道.! 军旅作家周大新先生在为李天岑的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序言里说得很好# 官场诱

惑男人! 同样也诱惑女人! 马里红! 一个一

心想挤进官场!志大才疏) 兽医变人医,麻雀

变凤凰的女人!为了官位做了她能做的一切)

做人的底线!做女人的底线!做人妻的底线!做

朋友的底线! 她都可以轻松越过) 在她那儿!

做事没有任何禁忌!甚至可以不要友情,不要

爱情,不要亲情,可以出卖尊严,自降人格!甘

献身体00让我辈读来身上发冷!心里惊怵!

不寒而栗) 人在官场如果不保持清醒的头脑!

被异化后变得是多么的可耻和可怕/人在商场

如果不保持清醒的头脑!被异化后变得同样的

可耻和可怕)

行走! 一个人的行走是我一天中最惬意!

最享受的美好时光)

朋友!闲暇无事的时候!你也一个人独自

行走吧!你一定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成果%

!作者单位" 河南省唐河县检察院$

杵舞尘香《二月十四》

蔡丛桦

台湾夏菁的一首老诗这样写道# 每到二

月十四
(

我就想起情人市
(

想到相如的私奔
(

范

仑铁诺的献花人
(

每到二月十四
(

想到献一首

歌词
((

那首短短的歌词
(

十多年还没写完
(

还

没想好意思
(

更没有谱上曲子
(

我总觉得惭愧

不安
(

每到二月十四
((

每到二月十四
(

我心里

澎湃不停
(

要等我情如止水
(

也许会把它完成!

初读这首诗时还是憧憬满怀的年代! 困

惑也是相随的! 读不懂诗里的情人市! 有激

情更有沧桑的阅尽人间滋味的凉秋味道) 夏

菁本人是森林学家! 如今读来! 伴随灯影花

香! 想起与之节拍相近的还有 *今年元夜时!

花市灯如旧! 不见去年人! 泪湿青衫袖!& 婉

约如邓丽君的气声娓娓唱来! 实在是绕梁三

日! 低回难解)

那么爱情的故事是在初春的时候! 寒意

料峭! 有了相许的萌芽111寒冬已尽! 浓烈

的情感开始奔放起来 ) 在外国 ! 有
%

月
)$

日! 可以在欢快的乐声中跳着交换舞伴/ 在

古中国! 有元夜花灯! 游人如织! 伴了仕子

佳人的相会! 相携! 热烈的人群中! 青春的

心跳如杵)

是也 ! 情人市 ! 情人如市 ! 市云情人 !

是喁喁的私语! 欢快! 热闹! 值得起舞的日

子) 原诗注# 情人市 2

*+,-./01

3 在科罗拉多

北部! 每逢
%

月
2#

日装饰得非常动人( 我在

科罗拉多州住过一年! 没听说北部有情人市!

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九六
"

年时人口

尚不及万#! 不过没关系! 光是这个地方就够

引起人的遐思(

诗将浪漫的外国传统节日与暗香梅影里

的中国故事穿插! 节奏如行板宜于诵读宜于

浅吟! 如果要添上注解! 想以 -生查子4去年

元夜时 . 最为相宜 ( 那是一位怀春的少女 !

被锢封了一年的想望 ! 在上元夜步出闺门 !

随着女眷的簇拥朝向灯火辉煌的所在(

她的面颊因为心跳加快而绯红! 没有人

知道她的心事! 花树辉映! 每个人都喜气洋

洋的呀! 到了去年相遇的地方了! 心跳几乎

停止! 呼吸完全停顿! 驻足四望! 尽管人流

如潮! 却是空空如也! 不见去年那人! 没有

了那双凝注的眼00终于要离去了! 纵有千

百种不得已的理由也无奈! 泪! 在回首的一

刻夺眶而出(

如果这是个情人节里寂寞凋落的身影 !

那么在二月十四情人市里! 热闹的可不只是

外国的多情男女( 诗恰好地吟咏出司马相如

和卓文君这对古中国最浪漫的才子佳人! 在

他们所不知晓的 *情人节&! 他们一定这样温

情隽永 ! 执手相随 ! 突破了 *孔雀东南飞 &

的苦情大剧! 勇敢地走在一起! 实现了有情

人的最佳抉择(

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个节日比较现代些

也人性化些! 而且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婚后生

活也如现代人的普通婚姻生活一样111白手

起家! 开过小店! 当垆卖酒! 卖过文字! 经

过创业和奋斗! 当经济条件变好之后! 温饱

思欲! 男人有了小小的想法 "可见古代并不

遥远$ 人心还是相同#(

星月遥远! 隔了几千年的辛苦路看回去!

几乎每段爱情故事冥冥中都有过等待! 有零

点几的概率能恰好地相逢! 就在圆月, 花树

下相望! 忘记时空! 最后还是别离/ 又有几

人能在第二年的元夜时! 回到老地方! 寻觅!

失望! 在最后一时刻却哗然惊喜! 有了 *众

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

珊处& 的美妙结局00

%作者单位"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检察院$

沙发上坐着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汉!旁边还有

一个不知被老汉抱着还是自己坐着的一个十

多岁孩子(科长许久未说话!我立在那里有些

尴尬!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发现科长抽

烟的手在发抖! 终于他开口了! 却是对着那

两个人# *来! 见一下你们这个案件的承办

人(& *晓阳!& 他有些严厉地看着我! *这

两位是父子俩! 是刚才你接手那个案子的受

害人(& 科长还未说完! 老汉已颤抖着 *扑

通& 一声跪到了我的面前! 泣不成声( 我赶

紧上前扶起了他! 心里有些虚( *晓阳你看

一下孩子的腿(& 科长说( 我上前走向斜靠在

沙发上的那个孩子! 卷起他的裤腿! 我发现

这个孩子是不能站的! 两只小腿的肌肉已全

部萎缩! 只剩下了一层干瘪的皮包着细得可

怜的骨头! 我哆嗦着双手放下孩子的裤子 (

*肖大哥你放心! 这是我们科里最优秀的主办

检察官之一! 他一定会还你儿子一个公道 !

我先让内勤带你们去吃饭! 等我忙完工作就

过去陪你(& 我听到科长温柔地对老汉说道(

父子俩吃饭去了! 科长狠狠地看着我# *晓

阳% 孩子的腿被你亲戚的亲戚! 一个庸医致

残了( 你看看! 一个花季少年被摧残成那样(

我本想等你看完案卷后听一下你的意见! 可

我等不及了! 昨天你为这事找我! 你知道我

多么心痛吗+ 一个我最看好的年轻检察官 !

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和所谓的排场, 面子! 居

然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或许还想狡辩说你看

完案卷后会有另一个想法! 但你一开始说这

个案子的时候你的动机就不纯( 为乡亲帮忙

是好事! 但要看清是什么事! 帮什么忙! 你

还配做一名合格的检察官吗+ 我没当着父子

俩批评你是给你留面子! 案子还是你来办 !

自己想清楚%& 科长摔门出去了! 呆若木鸡的

我为自己龌龊的心理羞惭不已(

清醒了的我回到办公室! 翻开案卷仔细

地看着! 并连夜讯问了我亲戚的亲戚( 回到

家! 我拿起电话斩钉截铁地对亲戚说# *法

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分子的(& 两天后我

亲戚的亲戚因非法行医罪被依法批准逮捕 !

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一年后! 我在院门口签到时! 听到有人

在打听我的办公室在几楼! 原来是肖老汉拎

着一包绿豆说要感谢他的恩人( 事后我了解

到! 这一年多来! 科长一直以我的名义给肖

老汉父子捐款捐物! 助他们过难关( 我很震

惊! 心想# 科长真会给我面子% 你给我的人

生上了一堂课( 这以后! 我真的和这对父子

结成了扶贫对子! 工作上也更加勤勉, 敬业,

虚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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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总第(01" 期$

石琴" 本院受理王朝亮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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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3

日内( 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6

日
23

#

%3

2节假日顺延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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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勇"本院受理王立新与你,张晓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24

日和
53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7

时2节假日顺
延3在本院莲前法庭

2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张文远"本院受理潘军诉你与聂翔,李金林,梁新民,刘
元海,杨再武,周秋萍股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

%325

3万民初字第
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第二日起

24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铜
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

冯汉友"本院受理赵江,李德文,唐元均,唐元森,李德
田,权治富,李均,李德书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3

日内!定于
%32$

年
$

月
!

日九时在本院大乘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
决( 四川省屏山县人民法院

刘应芬"本院受理曾令军诉与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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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24

日和
53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2节假日顺延3

十时在本院六龙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陈永平"本院受理卜国会诉与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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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24

日和
53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2节假日顺延3

十时在本院六龙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黄正学"本院受理陈阳永诉与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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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24

日和
53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2节假
日顺延3 十时在本院响水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
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吕荣"本院受理袁兴群诉与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

%325

3黔方民初字第
8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

日内到本院六龙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2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李雪梅"本院受理陈宇诉与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

%325

3黔方民初字第
25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

日内到本院六龙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2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毕节
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叶雄华"本院受理俞惠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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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3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
民事二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江西嘉豪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毛冬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325

3广民一初字第
22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24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张华&韩淑洁&董新民"本院受理刘同海诉你们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32$

3辉民初字
第

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2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法院
程文洪& 上海程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西峡江分公司"

本院受理肖国勇诉你们买卖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已作出判决(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

%325

3峡民初字第
2!$

号
恢复诉讼通知书,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

日内来本院民
事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2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
刘新蕾"本院受理杨淑芬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3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小街基法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蒲应兴"本院受理夏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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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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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3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2节假日顺延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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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佳余" 本院受理熊艳文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325

3云民初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

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2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
林府谋"本院受理冯晓艳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

%325

3云民初字第
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24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
胡昌黄"本院受理谢少飞诉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普通程序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
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3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5

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瓢井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黄国串" 本院受理郭振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9%326:

沙民初字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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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

杨岩"本院受理王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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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
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矿
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张祥锋"本院受理郭得凤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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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矿区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季文鑫&高蕊"本院受理王盛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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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
院矿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赵峰"本院受理郑培香诉你欠款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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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矿区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郑永碧"本院受理陈兆泉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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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陵城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姜丹先"本院受理陈仕方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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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2#

#

5;

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醒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张静雅" 本院受理蒋鹏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25

3贵民一初字第
7##

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2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罗富生"本院受理朱桂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期限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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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河田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

彭田梅"本院受理文正均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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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和
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2节假日顺延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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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新亮"本院受理冯爱丽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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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中州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王夫安"本院受理朱清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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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

日内( 定于
%;2#

年
#

月
!

日
!

#

5;

在本院四楼民事审判第一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

郑保明" 本院受理张学山诉你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25

3永民初字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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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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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
汪世国&牧文娟"本院受理徐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5

%;25

6东民一初字第
;2;;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领取! 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2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汪世国&牧文娟"本院受理戴文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5

%;25

6东民一初字第
;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2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张永志" 本院受理陆奎稳诉周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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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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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

!

#

5;

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张小利"本院受理车玉柱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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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

5;

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千人桥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许信华"本院受理商丘百龙文体用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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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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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和
5;

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中州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杜帅"本院受理张跃峰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

你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及
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24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数字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

周振江&穆兰存"本院受理时杏魁诉你们和周占磊公路货物
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及
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数字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

安徽省滁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驻歙县尚上府邸工程
项目部&安徽省滁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庄伏利诉
你们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二个月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第
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

胡君"本院受理安世杰与蔺晓静及你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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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李小青&张会民"本院受理吴琪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二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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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时
9

节假日顺延
:

在本院民事第三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凌满想"本院受理申艳芳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知'诉状副本'举证须知'权利义务
通知' 诉讼风险告知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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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5

日 2节假日顺延3

7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闫喜中"你诉郭来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

%;25

3商梁民初字第
2&4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驳回你的
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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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莲"本院受理刘吉安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审判庭成
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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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时2节
假日顺延3在本院大路口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
李恒刚&刘胜&孙瑞军"本院受理赵传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25

3肥民初字第
2!#!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安庄法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2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

李心峰&辛琳琳"本院受理靳玉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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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

#

5;

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安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

路玉刚"本院受理王静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

%;25

3泗民初字第
25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内来本院圣水峪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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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

陈亚杰"本院受理石会杰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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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5

日
7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屯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谭金钱"本院受理吴育军'程学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二案!

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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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7

时与
2#

时
9

节假日顺延
:

在本院小池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
李文华"本院受理王龙清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审理离
婚案件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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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

5;

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刘府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王荣英"本院受理李世英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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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4

日和
5;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

时在本院团旺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赵昌朋"本院受理尚华琼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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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7'5;

2节假日顺延3在
本院民一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陈惠清&张小珠&章高峰"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国成与
被执行人章高峰民间借贷纠纷案与申请执行人黄素钗' 周敏勇
与被执行人陈惠清'张小珠民间借贷纠纷两案的过程中!已裁定
将被执行人章高峰' 陈巧珍共同拥有的坐落于宁德市蕉城区城
东路新雅大厦

<

幢
4;$

室房产与被执行人陈惠清' 张小珠共同
拥有的坐落于宁德市金兰路

=

号2金域兰湾
>

区3

%

幢
)4;6

室房
产进行评估'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与评估'拍卖机构抽
签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次日

);

时2节假日顺延3在本院五楼行装科办公室公开选定评估'拍卖机
构!逾期将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张奋来" 本院受理高有良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6

3磴渡初字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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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人民法院
郑荣池"本院受理叶慧'杨依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6

3芗民初字第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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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罗来富&罗涛"本院受理黄必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本案中止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6

3瓮民初字第
)$&)?2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

102.

$深龙法布民初字第
134-

号
王丽辉"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康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24

日和
6;

日内) 开庭时间是
=;2$

年
$

月
$

日
7

时
6;

分! 地点是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布吉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

102.

$深龙法布民初字第
134(

号
欧阳志军"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康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24

日和
6;

日内)开庭时间是
=;2$

年
$

月
$

日
7

时
6;

分! 地点是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布吉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许丽珍&李财峰&曾勇科"原告李振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

=;26

3深龙法地民初字
第

46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许丽珍'曾勇科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李振兴借款本金人民币

!;;;;

元及利息2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自
=;2=

年
2;

月
2;

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3)二'被告李财峰对被告许丽
珍'曾勇科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李振兴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相应款项的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2=;

元2原告
已预交3!公告费

2&;;

元2原告已预交3!共计
68=;

元!由被告许丽
珍'李财峰'曾勇科共同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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