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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廉政

多做一些“无用”事
!

俞东升

!水浒传"里面有一位著名的

军师#名叫吴用#他满腹经纶#足智

多谋#通晓六韬三略#常以诸葛亮

自比#人称$智多星%&他在山寨掌

管机密军师# 梁山几乎所有的军

事行动都是由他一手策划的&吴

用谐音$无用%#似乎此人一无所

用&但在小说里他是最有用的&

世上的人#大多爱慕$有用%

的人#轻蔑$无用 %的人 &我们的

父母和老师#每天都在谆谆教诲

孩子们#要刻苦勤奋#多做习题#

多做试卷# 将来才能考上名校#

找到好工作#做一个有用的人&

我们成年人也都在力争做

一个有用的人# 我们拼命工作#

努力上进#为了让自己的职位更

高一点 #钱包更鼓一点 #开的车

更气派一点#住的房子更豪华一

点&

总之#在人们眼里#现在$有

用% 一般与个人所拥有的职务的

级别'银行存折的数目'住所的宽

敞与坐骑的豪华联系在一起的&

在浙江小城富阳#人人都为

出自这里的 !富春山居图 "而骄

傲自豪 &元朝时 #年过七十的画

家黄公望在此居住#他用
!

年时

间完成了这幅大作&当小城里的

人们拼命为名为利忙碌时#黄公

望与他的画作#不过是一个看似

$无用%的人做了一件 $无用 %的

事而已&

然而几百年过去了#那些一

代又一代人做的$有用%之事#都

烟消云散#却是当年那$无用%的

老人#用清静的心和一枝又一枝

磨秃的画笔#把这里的山水留下

来#终成这座城市的文化象征和

最伟大的记忆#并为这座小城带

来了关注&一个 $无用 %的人 #画

了一幅当时看起来$无用%的画#

时光老人却让它变得最最 $有

用%起来&

看来#$有用%还是$无用%#是

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 而发生转

换的&一个人的一生#不仅要做一

些$有用%的事#还应该多做一些

看似$无用%的事&

心里始终要有两把尺
!

赵晨光

著名教育家'全国特级教师

于漪说过 ($我这一辈子始终握

有两把尺子#一把尺子比别人的

长处# 一把尺子量自己的短处&

在这种)比*和)量*的过程中#我

总能找到自己的不足#总能学到

别人的优点&%

通常情况下#不少人也会准

备$两把尺子%#只是好用一把尺

子去比别人的短处#用另一把尺

子来量自己的长处&

这些人之所以与于漪$两把

尺子 %的比量法背道而驰 #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自我私欲的

膨胀 #妒忌心理在作祟 &因为心

胸狭隘# 容不得别人超过自己#

故而才会用一把尺子去比别人

的短处#用另一把尺子去量自己

的长处 #以期在自我满足 '自我

陶醉乃至自我沉迷中去寻求内

心的心理平衡&

无论是求得自我的提高与

进步#还是争取事业的创新和发

展 # 都要求我们学习别人的长

处 #克服自己的短处 #从而形成

良性的竞争互动态势#也就是孔

子所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

内自省也&%

用一把尺子比别人的长处#

用另一把尺子量自己的短处#并

不意味着别人就没有任何短处#

一律尽善尽美+自己就没有丝毫

的长处 #一切一无是处 +更不意

味着借此去捧抬别人 # 妄自菲

薄#贬低自己&这样做的目的#只

是为了自我激励' 自我奋发'自

我完善&

自然 # 比较最好选对参照

物#只有参照物选对'选好了#才

有可能比出觉悟' 比出精神'比

出境界&

彭德怀：当官发财就不是共产党
!

徐伯黎

开国元帅彭德怀 $横刀立

马%#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功

勋&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名扬

中外的一代名将却有一副侠骨

柔肠&他从不居功自傲#把党和

人民的利益始终摆在第一位 &

他常说 ( $我就是要做人民的

牛#党的牛#国家的牛,%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重点

进攻延安# 胡宗南的
"#

万大兵

压境# 而陕北我军仅有
"$%

万

人&彭德怀主动请缨#担任西北

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德怀为减轻群众的负担#

电令全军在休整期间#用自己的

骡马驮运粮食#尽量不动用群众

的人力畜力&他十分关心群众的

疾苦#要求部队节衣缩食#并身

体力行#为群众分忧解难&

&'!(

年底# 陕甘宁边区的

许多地方# 由于遭受敌军的破

坏#加上干旱'霜冻等自然灾害#

群众的生活很困难#不少人为了

活命#把留作生产的一点种子也

吃掉了&针对这种情况#野战军

总部发出一项倡议#号召大家每

天节约一两粮食#支援老百姓&

彭德怀在会上要求($要动

员部队从每个人的口里节约粮

食# 帮助父老姐妹渡过难关&%

部队积极响应# 把晋绥人民送

来的口粮尽量节省一些下来 #

支援群众&那段日子#彭德怀每

顿饭少吃半碗饭# 身边的同志

劝他多吃一点#对此#他深情地

说($部队缺粮时老百姓想到我

们#现在他们缺粮断炊了#我们

也要替群众想一想&%

抗美援朝战场归来后#彭德

怀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

长等要职& 虽然位高权重了#但

他却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

色#体察民情#解民疾苦&

一次# 彭德怀奔赴三线建

设重镇攀枝花仁和镇视察 &一

下车# 彭德怀就要求到附近的

农村转一转&在一户茅屋前#他

想进去看看# 可是老乡不让他

进门& 彭德怀对老乡笑道($怎

么#你家里有金银财宝-%

屋檐很矮# 彭德怀边说边

低头进去&屋子里的土炕上#几

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坐在上面 #

在她们身上还盖了一条破被

子& 老乡忙过来介绍($这个年

纪大的是我母亲# 中年妇女是

我的婆娘# 孩子是我女儿&%彭

德怀朝她们点点头# 要上炕去

与她们唠家常& 几个人顿时吓

得乱叫起来# 用破被子紧紧地

裹着身子&

经了解#因为太穷#全家人

只有一条裤子#平时谁外出谁穿&

彭德怀听后十分生气#对当

地公社干部厉声地说($老百姓

穷得连裤子都没有#你们却在镇

上住大瓦房#能住得安心-公社

里还有这样穷苦的老百姓#你们

这些当官的倒先富起来了,%

$如果我们当官的自己先富

起来了# 而不去管那些穷人#这

就违背了我们当年革命的宗旨#

人民就不会再拥护我们#我们自

己就要垮台了, 就是我们富足

了#为官之人也要注意节俭&)节

俭养性#奢侈丧德*#这是封建皇

帝朱元璋都明白的道理#我们共

产党的干部为啥还不明白&当官

发财#这是过去的国民党&当官

不发财# 一心为人民谋利益#这

才是共产党& 否则就不是共产

党#或者说是假共产党,%

&'%'

年彭德怀遭到错误批

判# 一家人搬到北京西北郊的

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

一天# 彭德怀看到村头的

一口土井水很浅# 水面上漂浮

着一层碎叶和草梗树枝# 许多

老乡都从这口井里担水吃 #孩

子们直接扒在刚提上来的水桶

里喝水#很不卫生&

$这井水很浅# 脏东西容易

掉进去#不卫生&我院里有一口

机井#你们到我那儿担水吧&%彭

德怀不厌其烦地对每一位担水

的邻居们说&从那以后#每天都

有不少人到吴家花园担水&由于

水龙头太细# 担水的人多了#就

出现排队现象&彭德怀请人从院

内接出一根又粗又长的水管子#

直通到街上&之后#又在院墙旁

修了个水池子#从此全村人都吃

上了清甜干净的自来水&

大李是彭德怀的邻居 &一

天#他突然病重瘫痪#被人送进

了医院&傍晚#大李的妻子从医

院回到家中# 刚一进门就听有

人关切地问($大李的病怎么样

了-%她抬头一看 #见彭德怀坐

在屋里的土炕上# 自己的几个

孩子围在他身边&

见到彭德怀就像见到父母

一样#大李的妻子 $哇 %地一声

哭了起来&$莫急#莫急#想尽一

切办法给大李治病# 花多少钱

由我来出&%

从此以后# 彭德怀一边帮

助大李住院治疗# 一边又常给

大李的孩子送奶粉和饼干 &在

彭德怀的关心与帮助下# 大李

一家渡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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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草
)

张军霞

在非洲#生长着一种叫作马

尔台尼亚的小草 & 它结出的果

实 #形状特别奇怪 #两端像山羊

角一样尖锐 #生满了针刺 #有人

为它起名$恶魔角%&

$恶魔角%不仅形象狰狞#而

且威力无比#它能杀死企图吞食

它的大型野兽& 当狮子活动时#

偶然踩到它 #就会被蜇痛 &狮子

发起怒把$恶魔角%吞了下去&结

果 # 它身上的尖刺开始发挥作

用#会像铁锚一样牢牢钉在狮子

的食道里&狮子再也无法吞食任

何食物#只能在痛苦地煎熬中活

活被饿死&

有的时候 # 阻止我们前进

的 #往往也并不是高山 #而是鞋

底的一粒沙子#就像非洲狮子输

给一株小草&

享 受
)

张秀婷

人们经常津津乐道享受人

生#却鲜有提及享受工作的&

很多人对目前的工作不满

意#甚至牢骚满腹&可是#离开了

目前的工作#你还有几把刷子-如

何开辟新天地-别忘了#是工作让

你衣食无忧&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本身#就是一份人生的享受&

要在奉献中享受工作&当工

作中出现一些小成绩'受到肯定

的时候 #人们会有一种 $汗水浇

开幸福花%的自豪和快乐&相反#

如果工作平平淡淡#甚至漏洞百

出#就不会有愉悦感&天道酬勤#

只有更加敬业和努力的人#才能

品味到工作带来的荣耀和快乐&

所以#当你感觉不到工作的快乐

时#说明你缺乏成就感#那就需要

加把劲儿了,

苹 果
)

邓华平

有一则寓言#一只苹果在果

园中接受春的洗绦# 夏的沐浴#

由小变大#由青变红&

一天 # 几个穿着很体面的

人#在果园里细细打量这只苹果

后 #在本上记了些什么 #还向果

农交代了些什么&苹果知道自己

的命运要改变了 &再后来 #苹果

的兄弟姐妹被往来的货车带走

了..

终于有一天#苹果再次见到

了那些人&这一次他们检查得更

仔细# 有人还拿出了放大镜#看

着那些人脸上的表情#它的心冷

了///原来自己是个带虫的苹

果,

带虫的苹果&一个虫子毁了这

只苹果的一生&那些人走了#果农

也走了#虽有惋惜#却也无可奈何&

它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干瘪#终于有

一天#它落在了地上&

清清白白为官 老老实实干事
!

张振平

老子曰 $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

争%& 古人倡导 $君子不饮盗泉之水%'

$君子之交淡如水 % 等为人处事准则 &

清廉如水# 是古今以来人们对做官者的

最高赞誉和褒扬&

做官要像水一样清& 要求为官者平

生把清廉自持当作修德之道 ' 立身之

本' 处事之基# 始终坚定 $做官莫想发

财% 的信念# 努力做到一身清白' 两袖

清风' 一尘不染&

为官如水 # 当如水之清 # 如水之

静# 如水之忍# 如水之正& 清如水# 做

官像水一样清澈透底# 不掺私心杂念#

认认真真做事# 老老实实做人# 清清白

白为官# 干干净净用权+忍如水#端正为

官心态#摆正自身位置#坚持自律慎独#

不为外物所动#不为利欲和声色所动#自

觉抵御各种诱惑+静如水#做官要专注和

忍耐#坚守清贫#踏实履职#淡泊名利#平

静对待仕途#正确看待进退#不为一时得

失计较+正如水#要清正光明#公道正派#

克己奉公#为人处事一身正气#一碗水端

平#光明正大做官&

当下# 作为人民公仆# 为官者更要

坚守清正廉洁的品格 & 廉洁是求真务

实' 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 廉洁是艰苦

奋斗' 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 廉洁是勤

俭节约' 健康环保的时代风尚+ 廉洁是

与民同乐' 为民谋利的亲民情怀& 应常

修为官之德# 常怀律己之心# 常除非分

之想+ 要珍视自己# 珍爱家庭' 珍惜岗

位# 正确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 要守得

住清苦 # 耐得住寂寞 # 抗得住各种诱

惑# 管得住自身小节# 始终不为私利所

动# 不为金钱所诱# 不为享乐所惑& 这

样才能做到位权不骄' 富贵不淫' 贫贱

不移&

雕琢人生
!

赵盛基

一块不大的翡翠毛石#表面

布满了棉点 !像棉花一样的斑

点"&翡翠讲究质地纯粹#一个斑

点就是瑕疵了#斑点遍布就是重

大缺陷了#所以这块毛石无人问

津 &在业内人眼中 #这是一块废

料&玉雕大师杨树明看到了这块

毛石 # 只用
&)*

元钱就买了下

来 &其实 #他也并没想过要做什

么#毕竟那是被人家挑拣剩下的

货色&

晚上 #就着灯光 #他仔细观

察# 想着这块毛石能雕刻成什么

物件&按照传统#需采用镂空的雕

法#将棉点剔除&可棉点实在太多

了#全部镂空不知成什么样子了&

他端详来端详去# 一时拿不定主

意#就将毛石放到了一边&

一年以后# 又是一个晚上#

他又翻出了这块毛石#坐在灯下

重新审视 &他发现 #除了棉点之

外# 这块毛石也有它好的地方#

一些部位在灯光下还晶莹剔透

呢&当他再次看着上面的星星点

点之时 #眼前突然一亮 #一首唐

诗从脑海中跳了出来 #$日暮苍

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

风雪夜归人&% 那些棉点多像漫

天飘飘的雪花啊,何不把它们变

成纷飞飘舞的雪花呢-

思路打开了#他立即拿来纸

和笔#即兴画了一幅雪夜深山投

宿的图画 &一个多星期后 #一款

取名!风雪夜归人"的挂件面世&

这件作品精致完美#充满了诗情

画意 #成了他的得意之作 &几经

辗转#这件作品最后被一香港收

藏家以
&**

万元的高价收藏&如

今#有人出价竟然高达
+,*

万元

而求之不得&

为了追求完美无缺#我们往

往剔除瑕疵和缺陷& 不曾想#巧

妙地利用瑕疵和缺陷#也能变成

一种完美 &雕琢玉器如此 #雕琢

人生也是如此&

不计资历
!

姜炳炎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

之乐而乐%&范仲淹的这一思想#

千百年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

国人&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文学家#

也是杰出的政治家&他治国理政

成绩显著 #被朱熹称他为 $有史

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作为一个政治家#范仲淹不

仅能慧眼识才#而且能量才而用&

范仲淹说($贤者在位#能者在政#

可以医国救民&%一个名叫富弼的

青年前来拜访# 尽管言谈举止十

分拘谨# 但范仲淹赏识他的远大

志向# 教导他博通经史# 增广见

闻# 还鼓励他参加科考考试&后

来#富弼不负范仲淹厚望#官居高

职#还和范仲淹一起主持了新政&

范仲淹还善于根据个人特

长选才& 年仅
-&

岁的张载曾向

范仲淹上书#畅谈保家卫国的理

想 &范仲淹亲自召见他 #看他思

维敏捷 '志趣不凡 #认为他必成

大器 &张载欲投笔从戎 #范仲淹

劝以治中庸之道 ($儒家自有名

教#何事于兵&%张载终成理学开

山巨擘&

不计资历 '为国储才 &范仲

淹驻守西北边疆时 # 注重选拔

$吃得苦# 有勇武心力之人%&狄

青幼年为奴 #投军为卒 #出入敌

阵#所向披靡&范仲淹送他!左氏

春秋"#勉励他说($将不知古今#

匹夫勇耳%#狄青终成一代名将&

主持西北防务时#范仲淹深

感人才不足& 多次向朝廷提出(

$用兵备寇#尤要得人&委派京官

到边境之地任职&% 这样不仅造

福边境 #也可锻炼官员 #待朝廷

用人时#就不乏人臣了&

同时 # 范仲淹向宋仁宗建

议 #重视储备人才 &国家增设馆

阁 #通过选拔贤良之士 #让他们

住在馆阁内# 生活上加以照顾#

潜心钻研治国之策#国家应急时

就可委以重任&

范仲淹心忧天下#其治国理

政的智慧和境界#对今日仍有很

好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阳光 殷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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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
"*&!

年
+

月
"&

日受理了申请人娄底市三强特种
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票据 $具体记
载%票据号码

&*%***%+."&,/!*+!

!票面金额
+/""((

元!出票
人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付款行涟钢建行!收款人涟源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

年
'

月
&(

日!汇票到期日
为

"*&!

年
+

月
&(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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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作出$

"*&!

&

娄星民催字第
!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申请人娄底市三强特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对上述
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

年
+

月
&(

日受理了申请人邵阳市爱尔贝幼
儿园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票据 $具体记载% 票据号码
&*"***%"."&%!++"(

!票面金额
&*****

元!出票人湖南华菱涟
源钢铁有限公司!付款行娄底涟钢支行!收款人涟源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

年
/

月
"&

日!汇票到期日为
"*&!

年
"

月
"&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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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作出$

"*&!

&娄星民催
字第

+

号民事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申请人邵阳市爱尔贝幼儿园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王月政!本院受理陈顺容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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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为民服务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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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泽银!本院受理邓书伦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

0"*&!1

习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二郎法庭领取
2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

2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2

上诉
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袁付伦!原告罗绍群诉你离婚一案已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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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司法为民服务监督卡"离婚案件当事
人须知"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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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节假日顺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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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陈斌!本院受理林益娟与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0-)&!3

周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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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程军胜!本院受理卯申平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举证须知"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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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二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陈柳子! 本院受理高华明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适用程序及
审判成员通知书"举证释明书"廉政监督卡"调解处理纠纷建议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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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三日下午

-

时在本院阿弓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
邓东宾!本院受理黎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原告提供的证据"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及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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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百合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
邓华东!本院受理黎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原告提供的证据"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及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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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百合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
魏堂军$刘炳顺!本院受理山东行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奎商初字第
%+(

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判决'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杨亮$谭广宗!本院受理山东行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奎商初字第
%+/

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
决'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王志华$刘晓芹!本院受理山东行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奎商初字第
%-/

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
决'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苗军$张静$谢昊!本院受理孙颖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奎民一初字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查封清单'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
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
法判决'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陶渊智$刘美红!本院受理潘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奎民三初字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王卫莉!本院受理邓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奎民一初字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郑伟$山东金挚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本院受理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东关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奎商初字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

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夏津县京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夏津县聚鼎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曹华修$王英$郭风礼!本院受理夏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方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夏商二初字
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为公告之日
起

&%

日和
+*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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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裁判'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

崔瑞士!本院受理柳永杏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肥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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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肥乡县人民法院

魏振雷!本院受理李琮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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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和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辛安镇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河北省肥乡县人民法院

常彦军!本院受理陈玉兰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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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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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金滩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王怀峰!本院受理肖会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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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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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在本院东二楼旧治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杨玉宝$高士刚!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陵县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

&陵商初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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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

吴光勇!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陵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

&陵商初字第
!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

廉照飞!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陵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

&陵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

黄万升$商燕!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陵县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

&陵民初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

章红军$窦潇飞!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陵县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

&陵民初
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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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

陶建刚$姜玉松!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陵县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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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
假日顺延

3

在本院梅镇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
王宝华!本院受理刘乐育诉你买卖合同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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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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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齐都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骆孟源$曹永亮!本院受理宋玉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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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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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国柱!本院受理孔凡岭"孙建稳"王君祥"薛德帅"朱启伦"张
守福"孙振轩"吴新圣"孟庆法"王保友"朱玉坤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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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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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超!本院受理李莉莉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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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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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齐都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谭钟林$苏慧碧!本院受理尹燕"雷志成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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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郭彩利!本院受理张占虎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公告期为

,*

日!期满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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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爷府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张志文!本院受理关喜玲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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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香城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河北省邱县人民法院

左文海!本院受理石家庄北方摩托车商城东方销售中心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邱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香城固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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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邱县人民法院
叶书标$吴小红!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

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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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陈远云$徐雪琴!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
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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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占式章$余桔凤!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
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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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余钟雪$闻晚霞!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
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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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张金寿$盛彩琴!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
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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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盛寿夏$王仙娣!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
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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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龚玉仙!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县支行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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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杨左芬!本院受理张雷超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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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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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东漳堡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肥乡县人民法院

马俊!本院受理周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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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
传票及$

-*&!

&鄂松滋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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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福建省建瓯市永升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福建中农农业生
产资料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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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爱英!本院受理金新友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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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寺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人民法院

杨建设"

,,+-++!.-,/%+#,0!.

%$陕西奋发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住址! 陕西省西安市末央区方新村方新西区

.

号楼
+

单元
+12

室&法定代表人岳宣%!本院受理阮运龙诉与你健康权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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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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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二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杨建设'

,,$-$$2.-,1%$#,02.

%$陕西奋发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住址! 陕西省西安市末央区方新村方新西区

.

号楼
$

单元
$12

室&法定代表人岳宣%!本院受理阮运龙诉与你车辆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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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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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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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二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吉萍! 本院受理谢玉洁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喀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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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吴小君!本院受理唐丽群诉你离婚一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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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观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

王秀群!本院受理尹茂生诉你离婚一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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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观桥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

王学友!本院受理余美英"孙智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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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
李亮$王新年!本院受理李云虹诉你二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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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东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邵田英!本院受理钟国安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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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之日起
&%

日和
+*

日
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

段隆盛!本院受理罗福梅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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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之日起

&%

日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
赖天文!本院受理肖仁姣诉你离婚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

-*&+

&荔
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
第二庭签领!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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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琴!本院受理李昌虎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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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谷硐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郑刚!本院受理周英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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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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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羊马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杨玉辉申请宣告徐贵洪死亡一案!经查%徐贵洪!

男!

&'!-

年
&*

月
!

日出生!住崇州市羊马镇泗安村
&,

组!于
-**/

年
%

月离家外出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

年'希
徐贵洪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郭升林$钟远招!本院受理郭常谦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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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定南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