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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的气味

文学家梅特林克真是乐

观!他认为人类的嗅觉正在进

化"他的理由是#古时候!人们

喜欢的是最强烈$ 最浓重!亦

即所谓最厚重的香气 ! 如麝

香$ 安息香和没药的香气"即

使是在我们今天!难道你能看

到!农民在休息之时会想到将

紫罗兰拿到鼻子边来嗅吗%而

城里人发现花时!他岂不马上

就要这么做吗% 这就是说!有

理由认为!我们嗅觉的产生晚

于其他感觉&它或许是唯一不

像生物学家沉重地表述的那

样处于'退化途中(的感觉"所

以!梅特林克向我们发出了诗

意的邀请#如果我们已经起步

去感觉雨水与黄昏的香气!我

们为什么不继续向前去区分

和鉴别冰雪$朝露 $晨曦与闪

烁星光的气味呢%空间的一切

都拥有自己的香气!甚至包括

月光$流水$浮云与蓝天的微

笑在内"

梅特林克的邀请让我想

到了诗人海子 " 现在公布的

资料表明 ! 海子的自杀也许

并没有那么多形而上的理由!

他死于练气功走火入魔 ! 是

上世纪八十年代 '气功热 (

的受害者 " 练气功走火入魔

者 ! 会认为自己开了 '天

眼(! 有了神通! 能闻到星星

的气味 ! 最可怕的是 ! 会幻

想有人在处心积虑地杀他 !

就像鲁迅 )狂人日记 * 中的

那个狂人 " 也有些许神经过

敏的鲁迅先生 ! 对此是颇为

警醒的 ! 所以他说 ! '感觉

的细腻和锐敏 ! 较之麻木 !

那当然算是进步的 ! 然而以

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 " 如

果不相干 ! 甚至于有碍 ! 那

就是进化中的病态 ! 不久就

要收梢"(

现在的问题是麻木"麻木

的原因是强刺激"王羲之他老

婆说!眼睛和耳朵是关乎神明

的!而现在我们就对这两样东

西摧残得最厉害 ! 看到那些

'低头族(眼睛紧盯手机屏幕!

耳朵里塞着耳机!就会想起尼

采的生动比喻!'对神经施暴

政(! 其结果就是老子所警告

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

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

行妨"(

我们不奢望能闻到星星

的气味!只希望能有一颗安静

的心! 可以闻一闻花的芬芳"

看来这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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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语

!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容易致癌%致癌+++宅"

!

我跟不上时代了 !

别人都说转角遇到爱 !我

就怕转角出车祸"

!

零食都被吃光啦 !

只能嚼口香糖了! 反正不

让嘴闲着就是胜利,

!

鹤立鸡群! 狗必逐

之&木秀于林!光头强必伐

之"

!

爱跟不跟!板蓝根&

爱理不理!狗不理"

!

为什么橙子放的时

间比苹果久%看来!脸皮厚

对于生命的意义非常重大

啊--

!

认识的人!在'点头

之交(之外又多了一类!叫

'点赞之交("

!

暴 脾 气 真 是 改 不

了! 冷静下来想一想就又

不冷静了"

!

!"#$$%&

是永不打烊

的小酒馆& 微博是人声鼎

沸的夜总会&而微信!简直

就是警局对面的钟点房"

婚姻之鞋

!

红杏出墙的婚姻是

拖鞋! 它很好穿! 又很方

便!有很大的适应性!但致

命的弱点是出不了大门 $

上不了正路$走不了多远"

!

浪漫型的婚姻是舞

鞋!它轻便$灵活$雅致!但

一离开平坦光滑的特定环

境!就显得极难适应!也极

不实用"

!

郎才女貌的婚姻是

品牌鞋!看上去高贵$漂亮!

感觉上舒服$大方!但它的

价格昂贵! 经不得泥泞!需

要精心保养$时时珍惜"

!

开放型的婚姻是凉

鞋 ! 它有着极强的季节

性! 它能让人在情感升温

的夏季! 毫不犹豫地穿上

它& 又能让人在情感的季

节变凉之后! 很随意地就

脱掉它"

!

事业型的婚姻是跑

鞋!它能和脚相互帮衬$共

创辉煌! 但一脱离事业的

跑道! 鞋和脚就很难相互

适应"

!

被金钱收买的婚姻

是小尺码的紧口绣花鞋 !

看上去挺美! 但只有脚知

道#感觉并不好受"

!

患难与共的婚姻是

旅游鞋!它看上去奇特!穿

上去灵巧" 其最大的特点

是历经风雨泥泞也不会脱

帮掉底! 且只要穿上就总

是和脚抱得紧紧的"因此!

越是在坎坎坷坷的人生路

上! 越是显出其耐用合脚

的特征"

"菡萏 整理&

替 酒
"

杨亚爽

李宝刚到机关! 一位老机

关 "好心# 地告诫他$%在这里

混!一要水平!二要酒瓶&'李宝

心想!自己大学毕业!水平自是

不差!在学校里又"酒精'考验!

就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舍我其

谁&

在以后的几次饭局中!李

宝拿着酒瓶敬完领导敬同事!

反复说一些多多指教的话&同

事们都说李宝谦虚! 韩局长有

一次更是拍着李宝的肩说$"小

伙子!酒量不错!可培养&'李宝

终于等到了这句话!心中得意!

嘴里却谦虚道$"不行不行!哪

里比得上局长的海量('

此后! 李宝像是一名蛰伏

的猎手! 紧张地注视着领导的

行踪! 尤其是有接待任务的时

候&终于!有一天!韩局长带着

一班客人经过李宝的办公室!

叫了声$%李宝!跟我走('又小

声对他说$%要注意保护我哦('

李宝踌躇满志道 $ %放心

吧('

酒桌上气氛十分热闹&韩

局长运气也好! 猜拳斗酒时赢

多输少!总没喝到酒!于是在赢

了几次后! 主动端起杯子说$

%我也不能吃亏!来!大家干一

杯&'

李宝不会猜拳! 觉得浑身

武艺无法施展& 后来客人觉得

猜拳斗不过韩局长! 便改变方

式!主动敬酒&韩局长豪气干云

地应承$%好! 你们尽管放马过

来(' 就在客人举杯的同时!李

宝觉得机会来了! 说$%韩局长

这杯酒!我代了('不待韩局长

反应过来! 便端起他的酒杯一

饮而尽&韩局长先是一愣!继而

笑道$%这是我们单位的李宝!

让他敬大家几杯&'李宝便使出

浑身解数!与客人酣战起来&

客人的主攻对象是韩局

长!便屡屡脱身向韩局长敬酒!

韩局长每次想喝! 都被李宝抢

喝了&直喝得脸由白变红!由红

变青!头重脚轻!感觉快不行的

时候! 李宝深情地看了韩局长

一眼!便立不住!瘫倒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 李宝朦胧

中听到司机小曾讨好地对韩局

长说 $%局长 ! 你今天酒没喝

够('韩局长十分不快地说$%碰

到这个傻瓜! 好像前世没喝过

酒似的! 我能喝的时候要他替

什么酒)客人没醉!自己就烂醉

了!丢人('李宝一听!直觉得肚

里一阵翻腾!%哇'的一声!吐出

一腔苦水!两行泪夺眶而出&

后来! 韩局长再也没有叫

李宝陪过酒& 李宝在单位里便

一直郁郁不得志&

中 奖
"

陈玉龙

老张是个工薪阶层!妻子

的单位效益不好!只发生活补

助! 加上儿子正在读大学!一

家的开销全靠老张的工资了&

老张想!自己没别的什么挣大

钱的本事! 要想改变生活!除

非买彩票中大奖&一有这样的

念头!老张便付之行动 &哪怕

再没有钱 !宁愿不抽烟 !也要

买张彩票试试运气&

没想老张的运气还真行!

一个月后!他竟然中了个百万

大奖&这下可把老张喜得三天

三夜都睡不着觉&

中了这么个大奖!儿子的

学费再也不用愁了!还可以将

房子好好地装修一番&老张突

然想起一个问题来!假如别人

知道自己中了百万大奖!会有

什么反应呢)肯定会向自己提

出借钱! 同事和朋友要借!父

老乡亲要借 !这样一来 !没完

没了!麻烦就来了 &他记得报

纸上曾刊登过许多这样的新

闻!中奖者有的被弄得家破人

亡!有的妻离子散 !有的到头

来还是一场空&

能有个什么办法来防止

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老张与妻

子合计了半夜!终于想出了一

个办法&

第二天晚上!老张敲开了

同事老余的屋门! 声言儿子在

大学又要钱了!自己手头正紧!

看看老余能不能想办法借他三

千元钱&一听借钱二字!老余的

脸就冷了下来!说甭说三千块!

连三百块钱也拿不出来&

从老余那儿走出来!老张

的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接着老张又敲开了第二

家* 第三家++

'

家的大门!

同样是空着手出来&

后来老张去把奖顺利地

领了回来!心头的一块石头落

下地&

尽管老张中奖没有声张!

但还是被人们打听到了!但当

初老张从他们那里借钱时被

拒绝了!所以也没有哪个好意

思向他借钱了&

那天晚上!老张让妻子炒

了几个好菜准备痛痛快快地

喝两盅&这时!门被敲响了!打

开门!老张没有想到 !门外却

是从乡下赶来的母亲&

老张心里一惊!难道是母

亲知道自己中奖的消息!冲着

这个大奖而来 ) 母亲喘着气

说$"路上车子坏了两次!这么

晚了才到&' 老张的妻子不由

得急着问$"妈!您老来有什么

事吗)'母亲并不说话!而是在

怀里掏呀掏!终于掏出一个手

绢包!里面是一叠人民币&

"听说我孙子读书要钱 !

你到处借都没有着落&我只好

把两头肥猪卖了!这三千元你

拿去吧('

一听这话!老张和妻子都

愣愣地看着母亲!什么话也说

不出来&

枪 法
"

琼斯

老丁刚刚调任县公安局局

长!为了体现出领导的亲和力!平

时喜欢到射击训练场打靶! 跟一

些手下切磋枪法&

每次比试! 虽然所有手下都

表现得使出浑身解数!瞄了又瞄!

然而总是处于下风& 丁局长是性

情中人! 每次看见他们露出技不

如人的沮丧和苦笑! 都忍不住哈

哈大笑!完了勉励他们不要气馁!

不要灰心!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

如果加一把劲! 迟早会把他这个

前浪拍死在沙滩上&

久而久之!丁局长享有"神枪

手'的美誉&

有一天! 局里调来一个新同

事,,,小刘!小刘是个退伍军人!

服役期间! 曾在全军射击比赛中

摘得过桂冠&几天后!丁局长提出

和小刘切磋一下枪法! 小刘正想

在领导面前露一手! 于是欣然同

意了&副局长听说后!把小刘叫去

聊了一会儿天! 大意是叫他学会

尊敬领导! 比如能让领导的脸上

笑成喇叭花! 决不让领导的脸上

愁得像苦瓜&小刘先是迷惑不解!

继而若有所思&

比赛开始了!第一枪!丁局长

打中
(

环!小刘也打中
(

环!两人

平分秋色!丁局长微微一笑&第二

枪!丁局长打中
)

环!小刘匆忙击

发! 竟打中
*

环! 一下子领先
+

环&眼见差距一下子拉大!丁局长

的笑容消失了! 明亮如镜子般的

脑门沁出一层冷汗& 小刘轻轻地

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第三枪!丁

局长史无前例地打中
,

环! 小刘

瞄了半天!仅打中
-

环!两人又站

在同一起跑线上! 丁局长的脸上

重新绽放出让人如沐春风的笑

容&最后一枪打完!丁局长以
.

环

之差胜出&

"小伙子表现不错!以后好好

加油('丁局长亲切地鼓励小刘&

此后! 丁局长经常和小刘切

磋枪法! 小刘每次都以一两环之

差败北&

三个月后! 县城发生一宗劫

持人质的案件! 案犯用一把锋利

的菜刀架在人质的脖子上! 严重

危及人质的生命安全& 局里决定

派一名枪法最好的同事埋伏在案

发现场附近!必要时击毙案犯&最

终敲定! 由丁局长亲自执行这个

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趁着谈判专家引开歹徒的注

意力! 当歹徒的菜刀稍稍偏离人

质的脖子时! 丁局长果断地扣动

扳机!砰的一声!子弹擦着歹徒的

头皮飞过& 歹徒被激怒! 举起菜

刀!砍向人质的脑袋&千钧一发之

际! 小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

枪怒射!准确击中歹徒的手腕!菜

刀掉在地上!大家一拥而上!将罪

犯制服&

第二天一早! 丁局长悄悄地

来到射击训练场巡视! 看见小刘

和几个同事正在进行射击训练!

小伙子们沉着冷静! 接连打出
*

环以上的好成绩!特别是小刘!连

续三次打出
./

环!真正的弹无虚

发&丁局长很纳闷$这些都是我的

手下败将! 平时很少见到他们打

出
,

环以上的好成绩! 今天怎么

都变成了神枪手)真是邪门(

一轮训练结束! 大家这才发

现丁局长的到来! 纷纷热情地向

他打招呼&

"你们练你们的!我今天只是

过来随便转转('丁局长朝他们挥

挥手&

训练接着开始!可是!他们全

都变得发挥不稳定! 大多只能打

中
)

环或
(

环! 能打中
,

环的都

少之又少&

莫非我刚才看走眼了) 丁局

长突然想起什么!哼了一声!转身

向门外走去&

过 瘾
"

阮红松

在上海开笔会! 到东方明珠

去玩&要不是能写几个字儿!我这

类工薪族! 想亲眼看一下东方明

珠!估计梦中才有可能&到了那!

我兴奋得脚打漂儿! 恨不得飞到

球顶!鸟瞰黄浦江*大上海&

谁知!我在人堆里一钻!就给

粘上了&一大群人粘着我!要我拍

照&我刚开始只犯迷糊!以为碰上

记者!要拍我光辉形象&仔细一打

量!才发现是些拍商业照的&有个

模样很油的老嫂子粘着我说$"老

板!拍个照吧(特快!马上出片儿!

特便宜!

0/

块钱一张&' 听口音!

不是上海本地人&

被逼得没办法! 又不敢发脾

气!怕这伙来历不明的人揍我&于

是!四周打量了一下!看我文友是

不是也被粘住了&这一看不打紧!

吓我一跳!文友们全都突围跑了!

就剩一个又瘦又矮的司机在我后

面!由于他太不起眼!基本没人粘

他&我正惶恐!又有七八个老嫂子

围上来&危急时刻!我一边捂着钱

口袋! 一边指着跟在后面的司机

说$"找他!这是我单位的头儿!只

要上司同意拍!我就拍&'

话一落音!我身边"哗'地一

下跑没人了& 老嫂子们转眼就将

瘦小的司机围得没了影儿++

我逃了老远!回头一看!司机

被老嫂子们抓小鸡似的! 撵到一

个角落里去了&我很不好意思!觉

得自己不够仗义! 送我们出来的

司机对我实在不错! 没事转悠到

我房间里!总递给我烟抽&我现在

这般害他!简直不是人(

晚上回去后! 我一直躲房间

里!不敢出去&有人敲门!我都吓

得发抖&真是怕啥来啥!我一不留

神儿没关门!司机就溜进来了&我

做了亏心事般红着脸!主动掏烟&

司机挡着我说$"别!哥们儿!抽我

的!我专门买了好烟&'我羞愧得

无地自容!说话直打结巴&

"兄弟! 今天在东方明珠!我

有点++有点不够++'

司机一巴掌按我肩上! 喜形

于色地说$"哥们儿!谢谢('

"我不是人('我继续说道&

"不&' 司机叫道$"我祖宗几

辈人要么种地的! 要么伺候别人

的++今天! 您终于让我过了一

把官瘾& 被人围着追着捧着说好

话!你说那感觉++你说++'

我嘴巴惊成一个黑洞&

"那感觉就一个字$爽('司机

笑眯眯地说&

方 圆 大 观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雷人图片（之二百零八） 万方

用时尚的'伊 体(警示酒驾!我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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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期&

田小东!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财产保全申请书"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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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
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于秀辉!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财产保全申请书"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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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
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刘士辉!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财产保全申请书"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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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
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张立民!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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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李景义!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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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刘祥!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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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陈金! 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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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程得良! 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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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崔有发! 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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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刘国军!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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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邹长君! 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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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李占伍! 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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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张洪旗! 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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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关爱华! 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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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于勇!本院受理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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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张同英!本院受理罗贵坤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离婚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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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王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法院

姚进进!本院受理杨松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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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曹庵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

李平军! 本院受理王景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0/.+

&内民审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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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杨向波'杜根柱!本院受理安阳泰合鑫物流有限公司与你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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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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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王东虎'陈志军!本院受理安阳泰合鑫物流有限公司与你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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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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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宗宪廷'王秀花'宗建宾'李颖!本院受理安阳泰合鑫物流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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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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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王建军! 本院受理安阳泰合鑫物流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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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张杰! 本院受理安阳泰合鑫物流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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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彭盛恩'彭江库!本院受理周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1

&周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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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
0/.1

年
(

月
.)

日
./2+/

%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叶孙定'叶丽清'上海广顺钢铁有限公司'福鼎市金鼎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叶瑶'叶妙洪'叶文浩!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周宁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0/.1

&周民初字第
+00

号民事裁定书"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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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
0/.1

年
(

月
.-

日
.)21/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肖方美'肖罗斌'上海智掌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宁支行与你们" 福建诚信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吴文锋"张光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0/.1

&周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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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 定于
0/.1

年
(

月
.)

日
,2+/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郑宝雄'汤春珍'福鼎市金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上海连佳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叶孙定'叶丽清'叶瑶'叶妙洪'叶文浩!本院受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宁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1

&周民初字第
+0/

号民事裁定
书"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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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并定于
0/.1

年
(

月
.-

日
.-2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福鼎市金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叶孙定'叶丽清'叶瑶'叶妙

洪'叶文浩!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宁支行与
魏宗赞"傅少爱"上海韵潮实业有限公司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1

&周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
定书"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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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
0/.1

年
(

月
.-

日
..2./

%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福鼎市金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叶孙定'叶丽清'叶瑶'叶妙

洪'叶文浩!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宁支行与
张宗乐"张巧金"上海佳邦物资有限公司及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1

&周民初字第
+0+

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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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
0/.1

年
(

月
.-

日
.(20/

%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满都拉!本院受理开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开民初字第
+1./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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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鲁伟!本院受理开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开民初字第
+1/*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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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辽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鲁林!本院受理开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开民初字第
+1/,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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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宋海玉!本院受理开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开民初字第
+1/(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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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莫力根!本院受理开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开民初字第
+1.1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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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闫海涛!本院受理开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开民初字第
+1..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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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张丙全! 本院受理孙志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0/.+

&开民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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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蔡小振'王桂香!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蔡刘超与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0/.1

&蒙执字
第

0.)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裁定书!裁定'划拨被执行
人 王 桂 香 在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蒙 城 县 支 行 账 户
.+.,/+,//0//.(-0.(/

上存款
+////

元及利息支付给申请执行
人蔡刘超$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欧阳春应!本院受理欧阳末平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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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万宗科!本院受理汪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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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李邦松!本院受理谈正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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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上官治国!本院受理张东斌诉你及刘伟伟"贾小矾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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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审理
3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张发科'刘青波!本院受理方文静诉你们及李新卫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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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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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审理
3

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邢文杰! 本院受理吴涛诉你及谢玉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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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七号法庭公开审理
3

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占少生!本院受理吴保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0/.+

&鄂蕲春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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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黄冈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

侯剑!本院受理马淮保诉你"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淮南中心支公司"淮南市通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方琴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告申请书"参加诉讼
通知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鉴定报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定于
0/.1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四号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

宁波腾泓金属有限公司'鲁洪良!本院受理江西康鑫铜业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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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玉兴'曾宪耀'陈梅兰!本院受理龙工%上海&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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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福泉'周冬仙'周冬火!本院受理龙工%上海&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0/.+

&广民二初字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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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云水'郑云富'郑剑玲!本院受理龙工%上海&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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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金满'徐智威'俞春花!本院受理龙工%上海&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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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立明!本院受理周丰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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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杰!本院受理周丰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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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为峰!本院受理姚宝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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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伟军!本院受理周丰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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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金火!本院受理王丽花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0/.+

&广民一初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
本院排山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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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列丰!本院受理夏月凤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0/.+

&广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
本院排山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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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文!本院受理江西省宝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
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一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周云花!本院受理周俊勋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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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在本院过水坪法庭开庭审理%节假日顺
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

蒋春延'郭春莉!本院受理辉南县天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
和李永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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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三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法院

陈表建!本院受理蔡喜嘉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0/.+

&深宝法公民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前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 你方须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邱万红'罗伟光!本院受理原告廖锦伞诉被告深圳市坪山新区

坪山办事处汤坑社区居民委员会"邱万红"罗伟光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为%

0/.1

&深龙法民三初字第
0-*

号$因你们下落不明!

特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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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及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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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并定于
0/.1

年
(

月
..

日下午
.1

时
+/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于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