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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廉政

谜底就是———俭
!

赵晨光

范仲淹曾官至参知政事 !

相当于副宰相 ! 史称 "范文正

公#$ 他出生在苏州吴县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 ! 童年时代的清贫

生活使其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

惯 ! 不管在朝为官 ! 还是下野

居家 ! 勤俭风气一以贯之且持

之以恒$

有一年!范仲淹的次子范纯

仁在老家即将婚娶 $ 范纯仁心

想!结婚是自己一辈子的人生大

事! 当时父亲又正在京为官!一

定要想方设法把婚事办得风光

些$这样既可让双方家人觉得体

面!又能借此光耀门庭 !于是他

就开始认认真真筹办起来$巧得

很!此时范仲淹的长子范纯佑正

要进京办事!范纯仁便请求大哥

把自己的打算告诉父亲!并开列

出一份详细的购物清单!顺便让

大哥在京城采购$

范纯佑进京禀报了弟弟的

想法!同时将准备购买金银首饰

和绫罗绸缎的那份采购单一并

交给父亲 $ 只见范仲淹眉头紧

锁!摇头叹息道%"范家历来清廉

俭朴 ! 吾岂能纵容后代如此奢

侈&#

接下来! 范仲淹大笔一挥!

在那份购物单上写下了一首'打

油诗(%)一人站立一人卧! 两个

小人地上坐! 家中还有两口人!

退回娇儿细琢磨$( 并叮嘱长子

范纯佑不要在京逗留!更不能购

买任何物品 !立刻返乡 !把书写

"打油诗(的单子退还其弟$

范纯仁接过大哥退回的单

子!仔细琢磨父亲写下的那四句

话!恍然大悟!羞愧不已 $最后 !

他谨遵父命 ! 改变了原来想要

"大操大办(的计划!决定简朴操

办自己的婚礼$

原来范仲淹写给儿子的四

句"打油诗(是个字谜!谜底就是

繁体的"俭(字$

最终在范仲淹的坚持下!次

子范纯仁的婚礼办得十分俭朴!

既没有购置贵重奢侈的物品!也

没有举行隆重的仪式和热闹的

场面!不仅范仲淹的勤俭家风得

以维持!而且同僚及家人都从中

受到了深刻教育!此事在当朝和

家乡被一度传为佳话$

不忘随手关灯
!

赵盛基

法国作家克洛德*迪隆的

+戴高乐的工作和生活, 从戴高

乐入主爱丽舍宫写起!记录了戴

高乐总统长达近
!!

年的工作和

生活-

作为总统府的爱丽舍宫!富

丽堂皇点儿无可厚非$但是!房间

需要装修时!戴高乐将军否决了

豪华.奢侈的方案$墙壁不贴面!

只让简单粉刷即可$当窗帘已经

用旧了时! 他也不同意换掉!而

是翻过面来继续用!实在不能继

续使用了!也只同意采用最便宜

的布料制作$宫里有不少工作人

员为总统服务!但许多事情都是

他亲自做$晚上!只要离开!不论

是办公室. 走廊还是其他地方!

他都不忘随手关灯$秘书说!戴高

乐将军也许是为数不多的一位

在宫内随手关灯的国家元首$

戴高乐一年要收到大量来

信!其中最多的一周就收到了
"#

万封$当然!他不可能每封都看!

每封必回 $但是 !只要是呈交给

他的!他都必看!而且亲自回复!

从来不用别人代笔!也从来都是

手写 !而不用打字机 !让人读来

感觉亲切.亲近$一次!他出国访

问期间!得知一个老战友的妻子

去世 !他实在太忙 !随他出访的

下属就替他写好了唁电!可他看

都没看! 就直接扔进了废纸篓!

立即亲自重写了一封!写得非常

感人$

平凡小事!却反映了戴高乐

将军反对奢华 . 崇尚俭朴的品

格! 反映了他不摆官僚架子!不

搞形式主义 !体贴民情 !是一个

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总统 $无

疑!正是小事彰显了伟大 !平凡

成就了非凡$

许世友：托关系走后门不行
!

徐伯黎

开国上将许世友一生战功

赫赫$在
$#

年戎马生涯中!九死

一生!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

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

许世友共有
%

个子女 $作

为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军

人! 许世友对部队有着一份特

殊的感情$ 他认为部队是一个

锻炼人.培养人的大学校!他把

%

个孩子全部都送去参军!接受

部队的教育和锻炼$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参

加革命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

在你奶奶身边伺候尽孝! 欠老

人家的实在太多了! 你就回家

替我照顾你奶奶吧$(许世友把

大儿子许光赶回了农村$

原来! 许光解放初期入伍

当了海军$ 他在战友面前从没

说过自己是许世友的儿子 $本

来许光有机会到院校深造 !可

许世友想到年迈的母亲仍然生

活在河南农村老家没人照顾 !

便"命令(许光回到老家所在的

河南新县的武装部担任了副部

长! 后来在该县人大副主任岗

位上退休$

在一次边境自卫还击作战

中!许世友在空军工作的三女儿

正在度蜜月!没有归队$许世友得

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怒!大声吼

道%"就要打仗了!还度什么蜜月&

给我立即通知空军!马上查找她

的下落!限她
&

天之内赶回部队!

不然开除军籍&(在许世友身边工

作多年的人员还是第一次看到

首长发这么大的火$三女儿接到

命令后!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即刻

动身!火速赶回了部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当兵

是许多青年人最大的愿望 $许

世友的夫人田普有两个亲侄女

正值当兵的年龄! 从老家跑到

广州! 要求姑姑和姑夫想办法

让她们参军$许世友对她们说!

当兵保家卫国是好事! 我当然

赞成$不过!要符合招兵的要求

和规定! 必须身体好. 政审合

格!托关系走后门不行 $后来 !

一个符合条件的侄女如愿以偿

当了兵!另一个回了老家$

许世友的一个远房堂孙许

道炎!在部队当兵!一次利用休探

亲假的时间特意绕道去军区机关

见许世友! 要许世友帮忙说情提

干$许世友不仅不帮忙!还训斥他

趁早打消这种靠关系往上爬的邪

念头!要用自己的真本事说话$结

果!许道炎最终复员回了老家$

许世友对待配偶和子女是

这样! 对待自己的亲友和身边

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个态度 $许

世友身边的工作人员! 也从没

有谁因为自己在首长身边工作

而得到特殊关照! 离开时大多

是哪里来哪里去!什么职务来!

还是什么职务去$ 这在许世友

那里!已经成了惯例$

许世友从不给别人送礼 !

他也不轻易接受别人的礼物 $

秘书孙洪宪在许司令员身边

三年 ! 见许世友只收过三次

礼$

第一次是
!'%(

年秋的一

天! 许世友到军区司令部嘉禾

农场视察工作! 恰逢农场刚砍

下了一些甘蔗!于是!农场工作

人员将一捆甘蔗放在了许世友

吉普车的后厢里! 说是让首长

尝尝部队官兵自己种的甘蔗 $

许世友没有推辞!欣然接受!回

来后分给工作人员吃了$

第二次是军区一位副参谋

长送他两瓶越南产的山葡萄酒$

这位副参谋长和许世友是同乡!

也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许

世友将酒送到了食堂!让工作人

员享受了$

许世友收的第三份礼是老

家的公社党委书记带来的一袋

板栗.核桃和一桶麻油!这是许

世友一向喜欢吃的家乡特产 $

可许世友也没有独享!将板栗.

核桃分给了工作人员! 将那一

桶麻油拿到了工作人员用餐的

小食堂!大家一起分享$

公社书记这次来! 一是代

表家乡人民看望许世友! 二是

想通过许世友弄一辆汽车 $当

听公社书记说! 家乡这几年收

成不错! 乡亲们都能吃上饱饭

时! 许世友说%"共产党领导闹

革命! 就是让穷人吃上饭$(他

又接着说%"不过! 有点小成绩

绝不能翘尾巴! 你们不仅要让

乡亲们有饭吃! 还要让他们有

好日子过$(

公社书记乘机说! 为了让

乡亲们过得更好! 家乡正在学

大寨!修水利!搞机械化 !公社

想买一辆汽车!可是没有钱!想

请许司令员帮忙想想办法$

许世友听后假装糊涂地

说%"我哪来那么多钱买汽车 !

部队的车是保障打仗用的 !又

不能送给你!没办法&(

做官应先做到“五官端正”
!

黄 健

如何使"八项规定(落到实处!切实

转变工作作风!至少要做到"五官端正($

眼不花!不看位子看发展$领导干部

要有明辨是非的眼光! 始终保持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敏锐的政治鉴别力! 做到

权惑面前不眼花!在名惑面前不失志!在

利诱面前不乱意!在色诱面前不动心$要

有向下的眼光!莫要只盯着上级领导!眼

睛要看着群众!常去基层转转看看$

耳不偏!不听谗言听真言$领导干部

要乐听真言!善听逆言!多听谏言!少听

甚至不听是非谗言和吹捧拍马. 阿谀逢

迎的媚言美言$在工作中要实事求是!深

入基层!掌握最基本最真实的材料!不偏

听偏信!不道听途说!要善于集思广益!

自觉抵制"说情风(.慎对"枕边风($

鼻不歪!不闻邪气闻正气$领导干部

要始终站稳立场!保持敏锐的嗅觉!不为

灯红酒绿所迷!不为香风邪气所惑!不该

去的地方坚决不去! 不该做的事情坚决

不做!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保持

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嘴不馋!不吃大餐吃简餐$领导干部

要带头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六项禁

令(!既不安排宴请!也不接受宴请$有些

干部天真地认为!吃点喝点无所谓!算不

了大问题$孰不知!拿人家的手短!吃人

家的嘴软! 许多领导干部就是在灯红酒

绿中被糖衣炮弹击中!以至于酒后失言.

酒后失德!酒下犯下大错!酿下大祸$

舌不滑!不讲空话讲实话$领导干部

要敢于说"真心话.实在话.公道话(!杜

绝讲大话.空话.套话$在评价人和事时

要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成绩不夸大!缺

点不缩小!不搞"欲进!则其美!隐其恶(!

"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的假把式!不

搞"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

请您扫描

二维码!加入微

信平台投稿"互

动#

好心态
&

朱吉红

蒋开儒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词

作家$他创作的+春天的故事,+走

进新时代,等歌词都成了"经典($

有人问起他成功的原因!他

总会满怀深情地说%"我觉得是逆

商!就是直面挫折.摆脱困境和超

越困难的能力$ 多培养自己的逆

商!将逆境当成顺境来过!每个人

都能变成铁打金刚$晴天雨天都是

好天气! 顺境逆境都是好经历!花

季花甲都是好季节!月圆月缺都是

好美丽$ 别人常说我一路坎坷!我

答曰是一生阳光$(

我们只要记得! 一生阳光!就

会无私无畏!一往无前!战胜人生的

艰难险阻!活出人生的成功和快乐$

新气象
&

张秀婷

不经意间!柳条儿绿了!樱花

也是含苞待放$ 我院邀请市委党

校的杨教授作党的群众路线报

告!杨教授的报告深入浅出!让人

如沐春风$

报告会后! 领导安排我和政

治处的张主任陪杨教授吃午餐$

午餐就在本院食堂的小餐厅$虽

说是提倡节俭! 可这样的招待餐

还是让我有些意外% 未免太清淡

了吧/杨教授并不介意!吃得挺香

的样子$

不经意间!院里的很多事!真

的变了%比如办公用房!多年以来

的格局!就是领导的办公室要讲究

档次和气派! 现在的情况却是!八

个党组成员! 都在位置最边角.窗

户最小. 面积最小的房间办公!一

把手也毫无例外0比如用车!原本

公车接送领导上下班!被认为是理

所当然! 但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

院领导率先作出了一律取消公车

接送班子成员上下班的决定$领导

们步行上下班的身影!在干警的心

中是一道别样的风景!更是一种深

刻的影响$

失亦乐
&

王小刚

有舍才有得!有得必有失$面

对得与失的困惑! 多少人患得患

失!而迷失于其中$

得失之间! 不必看重$ 如同

祸福相依 ! 得与失总是如影随

形$ 得时应淡然处之! 不必沾沾

自喜! 须知宁静方可致远0 失时

更应坦然 ! 塞翁失马 ! 焉知非

福! 不必自寻烦恼$

得失之间! 要有取舍$ 鱼与

熊掌不可兼得! 取鱼而失熊掌!

反之亦然$ 须知孰轻孰重. 孰是

孰非! 方可正确抉择$ 财富. 权

力诚然可贵! 但若以牺牲人格为

代价! 则是贪小利而失大义! 得

不偿失$

干干净净
!

马志全

一大早!我和母亲就开始打

扫卫生$ 我们先是烧了一大锅开

水! 然后将家里的物品全部集中

到一起!用报纸遮盖起来!以免灰

尘弄脏了物品$ 然后我和母亲每

人拿起一块抹布!开始擦桌子$

我们将家里的每一张桌子都

擦得光彩照人$ 但是手中的白抹

布也逐渐失去了颜色! 变成了黑

色$母亲打来一盆水!将手中的抹

布放在水中仔细地清洗起来!就

像洗衣服一样! 连续洗了两三盆

水! 抹布在她手中又逐渐恢复了

原来的白色$ 我看着母亲认真的

样子!不以为然地说!抹布本来就

是用来擦灰尘的! 你洗那么干净

干啥!一会儿还不是会变脏/母亲

没有说什么! 只是拿着干净的抹

布!继续开始擦桌椅$我说着!将

手中的脏抹布在温水中胡乱洗了

几下!然后也开始擦了起来$

可是很快!我发现了一个问

题!母亲擦过的桌椅!干干净净!

而我擦过的桌子上面水干了之

后 ! 就会出现一道道的灰尘印

迹 $无论我怎么擦 !那些痕迹都

赫然在目!桌子上面东一道西一

道!看上去比没有擦洗的时候还

要脏$ 看着我手忙脚乱的样子!

母亲笑着将她手中那块干净的

抹布递给我说!用这块抹布擦擦

试试$

我接过抹布! 擦了起来!只

一遍 !那些痕迹就消失了 $桌面

上干干净净! 仿佛一面镜子$母

亲告诉我! 只有将抹布洗干净!

才能擦干净桌椅!这和做人一样!

只有自己干干净净! 才能影响别

人!带动别人$

母亲的话让我想起了一句名

言%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

所令不从$我明白!她是在提醒我!

任何时候!都要干干净净做事!清

清白白做人!唯有自己干干净净!

才能要求别人廉洁自律! 唯有自

己做一块干净的抹布!才能擦亮所

有的桌椅$

透射身心
!

梅永亮

近日 !在我们检察院 !我如

获至宝地获得了)镜铭($一楼大

门!迎面而来的是电子屏幕墙中

的几朵荷花!由远而近缓缓地飘

至眼前 !精巧的构图设计 !动听

的背景音乐 ! 优美的屏幕画面

里!滚动播放着每名干警撰写的

)心语 ($真是未见其人 !先闻其

)铭(! 如同扫描检视仪一般!映

耀通透着自己的全身$

大家的)镜铭(!大都是结合

工作 !将以党章为镜 .以民心为

镜. 以模范为镜等的心得体会!

再经过深思熟虑而冶炼出来的

)心语($

大家说!)镜铭(就像是自己

每天工作时的一把尺子 . 一个

标杆 ! 犹如预防庸 . 懒 . 散 .

浮 . 假 . 私 . 蛮的警钟 ! 犹如

探照灯 ! 时时促使自己由表及

里 . 客观全面地从内心出发 !

清晰可鉴地照到深处 . 细处 !

让自身的问题不足纤毫毕现 !

令其警醒和改正$

)镜铭( 由于是个人写的!就

不存在虚假化妆的问题$ 而科学

技术更是将干警个人的工作目

标.作风标准!转化成了可触摸.可

感知.可对照.可观赏的)微电影($

我期盼着 !以后自己的 )镜

铭(也要示人!如看到他人的)镜

铭(!从观看者的表情上!或许还

能发现鉴别其)镜铭(的主人!是

否言行不一等!起到了相互监督

的作用$

就让)心镜(透射身心!检验

测试着自己思想与)镜铭(有多少

杂质!行动与)镜铭(的标准有多

少差距$天长地久!)心镜(自然成

了大家每天上下班体检的勤廉检

测设备了$ 正如我们一位领导所

说%)一个科室的同事! 恐怕比自

己的爱人还要了解对方$(

春暖 李陶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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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廖宏元$莫辞英!申请人莫胜发申请执行本院$

"#!!

%兴民
初字第

&!)

号民事调解书!本院将依法委托评估机构&拍卖机
构对你们所有的位于桂林市叠彩区新码路

"

号碧水嘉园小区
'

栋一单元
"

层一号房屋一套进行司法评估&拍卖#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请你们于

"#!(

年
$

月
!&

日
!#

'

&#

到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

号法庭 $地址'桂
林市毅峰路

!'

号%参加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的随机方式
选择评估机构和拍卖机构# 逾期未到视为放弃选择专业机构
的权利#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李建生$杨帮莉!申请人陆拥军&彭静怡申请执行本院
$

"#!"

%兴民初字第
&#%

号民事调解书!本院将依法委托评估
机构&拍卖机构对你们所有的位于兴安县兴安镇双拥路$怡兴
花园

(

号楼%

!

单元
&

楼
"

号住房一套进行司法评估&拍卖#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评估& 拍卖机构通知书# 请你们于
"#!(

年
$

月
!&

日
!#

'

&#

到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

号法庭
$地址'桂林市毅峰路

!'

号%参加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的
随机方式选择评估机构和拍卖机构# 逾期未到视为放弃选择
专业机构的权利#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彭亚军!申请人唐道明申请执行本院$

"#!!

%兴民初字第
*!'

号民事调解书!本院将依法委托评估机构&拍卖机构对你
所有的位于钦州市永福西大街

))

号世纪新城
+

区
"

栋
!

单
元

!#"

房一套进行司法评估&拍卖#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选
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请你们于

"#!(

年
$

月
!&

日
!#

'

&#

到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

号法庭 $地址' 桂林市毅峰路
!'

号% 参加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的随机方式选择评估机构
和拍卖机构#逾期未到视为放弃选择专业机构的权利#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兰家玉!本院受理王贵光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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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张湖林!本院受理陈安欣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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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蓝细峰$徐明英!本院受理谭艳风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定民二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第二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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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定南县人民法院

杨凤春!本院受理宋崇所诉你民间借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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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后河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王盼国!本院受理尹路军诉你健康权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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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后河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甘定珍!本院受理代学勇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福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到本院马场坪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另如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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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王俊明!本院受理杨连群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福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到本院马场坪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另如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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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张有芬! 本院受理梁昌华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福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马场坪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张有芬! 本院受理梁昌华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福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内到本院马场坪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另如不服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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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梁金菊!本院受理金江平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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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镇龙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袁秀华!本院受理杨志强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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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继军$王孟林!本院受理耿明等十人诉你们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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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甫刚! 本院受理刘志轩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林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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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人民法院
叶家盛!本院受理钟起东&伍国芳&徐秀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
组成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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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
何文龙!本院受理徐则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浦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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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

李廷林!本院受理罗燕梅与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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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护
国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

朱继永!本院受理赵墩才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广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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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俊利!本院受理李志梅与你离婚一案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及书记员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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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付庄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李俊杰$李清斌!本院受理王君$曾用名王军%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临罗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付庄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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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王自伦$刘晓雷!本院受理袁中炼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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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
员及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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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 $答
辩%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付庄法庭第三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沈祥高$韩玉东$何绵文$吴业军$何家友$何晓岚!本院受理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霍山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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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黄伟峰!本院受理张枫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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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则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王跃卿!本院受理魏安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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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灵山法院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

张全路!本院受理吴喜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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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杨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
四 川 省 射 洪 县 伏 河 乡 红 花 村

&

组
&&

号 陈 绍 芬
.)!#%"&!'%&!"")"*(&/,

本院受理张中训诉你为离婚一案已判决准
予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射洪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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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遂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前!双方当事人
均不得另行结婚#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四川省昭觉县甘多洛古乡瓦曲村麻那社
"'

号曲比曲古
$

)!&(&!!'*"#!#()%"0

%'本院受理胡学标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送达起诉状副本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
证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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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射洪县伏河乡胡桥村村民委员会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石家庄利民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行唐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公司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

"#!(

%行执字第
"'%

号执行通知书和$

"#!(

%行执报字
第

"'%

号报告财产令#限你公司于公告期满后按照本院$

"#!&

%行
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限你公司自公告期满次日起
)

日内自动履行
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省行唐县人民法院
冯建军$冯建凯!本院受理赵永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临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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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陆国芬$黄广平!本院受理高崇武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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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与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丫他镇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法院

蒋受冰!本院受理侯斌珍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审判庭成员通知书
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与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 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
蒙圩法庭公开审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民法院

王瑞坤$陈伟贞!本院受理蒋炳坤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提供
的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之日起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第
(

法庭公开审理!你应于开庭前提交答
辩状及证据!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秀领申请宣告王定飞失踪一案!经查'王定飞!女!

身份证号码
)""&"*!'*&!"!&&""*

! 系张秀领儿媳# 王定飞于
"##'

年
'

月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

&

个月#希王定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
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本院将依法宣告王定飞失
踪# 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法院

刘同华! 本院受理安徽舒城农合行山七支行诉你及王为发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舒民
二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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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镇江科茂电子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 ! 本院决定受理 ! 现予公告 # 票 号
&!&###)!"&%!$#*)

&金额人民币伍万元&出票日期
"#!(

年
!

月
!)

日!出票人江苏宁科商业广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安球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出票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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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行为无效#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孙强!本院受理林天河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与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郑艺娟$郑伍明$陈志东!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
州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之日起第
'!

日上午
*,&#

$节假
日顺延%在第

(

法庭公开审理!你应于开庭前提交答辩状及证据!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蔡文丽$周伟斌!本院受理厦门力派机械有限公司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之日起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 在第
(

法庭公开审
理!你应于开庭前提交答辩状及证据!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高同勤!本院受理金怀军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与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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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刘向荣!本院受理夏振堂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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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送达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黄铁民!本院受理高五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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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二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

陈伟光!本院受理杜顺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许县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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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
苏智明!本院受理胡益结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提供的举证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之日起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第
(

法庭公开审理!你应与开庭前提交答辩状
及证据!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王志军!本院受理刘红梅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公告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送达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九时在本院
西兴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余国琼!本院受理杨仕刚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公告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送达后
!)

日
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九时在本院西
兴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李宗华!本院受理唐娟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
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送达后
!)

日
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九时在本院西
兴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颜武庄$付丽亚!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野县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

"#!(

%博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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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博野县人民法院

高云辉!本院受理敖汉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

敖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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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上诉于赤峰市中
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陶礼贵!本院受理李业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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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

祝玉双!本院受理孙正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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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王军!本院受理候晓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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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冉令峰$李春红$赵吉桢!本院受理郭尚山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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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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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

任雪!本院受理魏泉震与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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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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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

"

+)!"

%深福法执恢字第
!+,++

号
丁洪元$罗小春$刘学华$欧优香$陈治宏$傅佳$欧阳万安$陈宝珠$

朱增榕$陈志勇$毕英!申请执行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益田支
行深圳益田支行申请执行丁洪元&罗小春借款合同纠纷两案&申请执行
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申请执行刘学华&欧优香&

陈治宏&傅佳&欧阳万安借款合同纠纷五案&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支行申请执行陈宝珠&朱增榕&陈志勇&毕英借
款合同纠纷四案!本院$

"##'

%深福法民三初字第
!)!"

&

!)!&

号民事判
决&深圳市南山区法院$

"##'

%深南法民二初字第
)%"

&

)%&

&

)$'

&

)%!

&

)%#

号民事调解书和本院$

"##'

%深福法民三初字第
!)$)

号&民二初字第
"##&

&

"##(

号& 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调解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因
你们至今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你们名下位
于福田区景莲花园

!#!2!!(

号房产进行拍卖!以偿还本案债务#本院
经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上述房产的评估单价为人民币

!'!)!

元
3

平
米& 评估总值为人民币

)&"$4(&

万元 $其中
!#!

号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4(

元!

!#"

号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4%!

元!

!#&

号房产的
评估价值为

&"''&&(4"*

元!

!#(

号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4"*

元!

!#)

号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4%!

元!

!#$

号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4")

元!

!#%

号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4%)

元!

!#*

号房产的
评估价值为

))!!#*&4"%

元!

!#'

号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4("

元!

!!#

号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4%*

元!

!!!

号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4%*

元!

!!"

号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4("

元!

!!&

号房产的
评估价值为

&(#($$(4%*

元!

!!(

号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4()

元%#

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公告上述评估结果#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你们对该评估结果有异议!应于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视为同意上述评估结果!本院将依法拍
卖上述财产#若拍卖未成交!本院将依法调价后再次拍卖!不再另行通
知#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

+-!"

%深龙法布民初字第
"--

号
蔡健锋$朱三妹!本院受理林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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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程序的裁定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

日内!本案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在深圳市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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