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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秋

设备处牛处长今年
!"

岁!在

处长的位置上整整干了
#$

年!老

牛一直坚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

原则!做事谨小慎微!尤其是涉及

人财物等敏感问题上! 总是广泛

征求公司班子成员的意见! 通过

集体智慧下结论"解难题#

周四下午四点五十分! 公司

纪委胡秘书忽然打来电话 $%牛

处!明天下午一点半!请您到纪委

!%!

会议室来一趟! 快下班了我

还要通知另外两位领导! 就不和

您多说了!别忘了啊#&

牛处长还没来得及问是啥事

情!小胡就把电话挂了'

这下子老牛可是犯起了嘀

咕! 仔细地回忆了一遍这几年来

的招投标"设备采购等敏感事情!

确实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去

纪委干吗呀! 自己没犯啥大错误

呀' 是不是因为自己和处里的小

慧姑娘有些暧昧! 引起了纪委的

注意'也只有这一个把柄(不过他

们的事情做得都是很隐秘的!在

公共场合包括在办公室! 连眉来

眼去也没有过的'

哎呀! 牛处长坐在自己的沙

发椅上思来想去! 半小时也没理

出个头绪'

回到家! 老伴已经把晚饭准

备得差不多了'在老牛心里!老伴

是个周到细致的女人! 和他一起

给这个企业干了几十年! 前年刚

从组织部门退下来' 儿子平时不

来!家里每天就这老两口儿'按照

惯例! 老牛每天晚上总是要喝一

两小酒! 并且只喝自己老家的老

白汾酒' 今天! 自己破例喝了三

杯!快二两了'

看到老牛神不守舍的样子!

老伴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关心地问$%老牛呀!怎么了!遇

到啥困难事儿了) 咱再有两年就

退了!有些不好办的事情就推!或

者让那几个年轻的往前冲' 现在

咱们最重要的是弄个好身体"别

犯大错误'&

老牛简单说了小胡明天通知

自己去纪委的事! 老伴也吓了一

跳'忙对老牛说$%小胡这孩子!啥

事情不能讲清楚嘛! 我退休之前

他还在我们组织部实习过! 毛毛

糙糙的!现在还这样!唉'&

两个人看了一小会儿电视!

老牛说累了! 先睡了' 要是搁以

前! 别说喝二两酒! 就是喝一两

半!老牛也会挨枕头就着'今天则

不然!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知道!

纪委找谈话意味着啥意思'

看到老牛这样烦躁! 老伴也

觉得很不踏实' 她轻轻问老牛$

%我说!你不会真有问题吧'&老牛

把嘴一撇$%我有啥问题! 我是一

心为公!绝无私欲'&

看着老牛折腾来折腾去的样

子!老伴很是心疼'思来想去!她

悄悄去阳台拨通了小胡的手机'

话筒里声音乱糟糟的! 当她问起

到底为啥让老牛去纪委时! 小胡

在那面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哎

呀!我的老大姐!这怪我'下午马

上要下班了! 关键是有个饭局在

等着我!车就在楼下等我呢!所以

我把通知内容简化了很多' 牛处

是不是误会了! 其实就是市纪委

来咱公司调研内控机制建设工

作! 领导让我通知几个重要部门

的领导! 明天过来陪一陪" 听一

听!也不发言**&

还没等小胡说完! 老伴就赶

忙进屋把事情原委告诉了老牛'

刚刚讲完! 老牛就发出了均

匀的呼噜声'

老伴轻轻摇了摇头! 叹了口

气$真是立竿见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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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就要像茶壶 !

屁股都被烧红了! 还有心

情吹口哨"

"

如果可能! 就做命

运的主人!不向它屈服#如

果不可能! 就做命运的朋

友!不和它较劲"

"

欲望总是让我们不

满足!想要拥有更多!却忽

略了拥有就是失去的开

始"

"

一个从不回头的

人!未必是因勇敢!也许是

怕被识破脸上的泪痕 "一

个时刻微笑的人! 未必是

因快乐! 可能是怕被看穿

心底的叹息"

段 味

"

两口子看世界杯 !

老婆想到没有中国队!道$

你们男人真笨得可以 !泱

泱大国居然找不到
##

个

能踢球的"

老公沉默片刻!道$主

要是你们女人不行! 生不

出能踢球的"

"

今晚决定熬夜看

球!老婆很不满意!甚至哭

闹着威胁我说要回娘家"

闻言! 我觉得难以置

信!甚至有些恍惚"

毕竟很少能在一天内

同时出现两件喜事"

"

有种悲哀! 是坐火

车睡着了坐过站% 更悲哀

的是!急匆匆地下车!到了

出站口还得补票% 更更悲

哀的是!补完票出站了!自

己一拍脑瓜子$晕!行李没

拿%

"

有天在宾馆大厅等

个人!过来一服务员$这里

不能抽烟"

我往左走了几步!问$

&这里呢'(

&先生这里也不能抽

烟"(

我又往左走了几步 $

&这里呢'(

服务员没好气地翻着

白眼$&你都快抽完了 !还

问啥%(

"

一位记者问一位

&'

岁的老爷爷 $&大爷你

结婚
('

年了!可还是每天

都叫你的老伴亲爱的 !这

么多年了有什么秘诀吗'(

&没办法!

)'

年前我就

忘了她叫什么了!我又不敢

问她!只能那样叫了)*(

"

招聘结果出来了 !

有几个同学被公司录取

了!要提前离校+

老师深情地握住他们

的手 ! 语调沉重地说 $

&出去以后! 洗心革面!重

新做人"(

"菡萏 整理#

假 钱
!

肖克

妻子下岗在家!晚上在人

行道十字路口边摆了一个小

货摊!专卖日常用品 !虽说来

买东西的都是大爷+ 大妈们!

但由于小摊地理位置不错!生

意还可以'

那天 !吃完晚饭 !我照例

来看着摊子 ! 换妻子回家吃

饭'路上的行人不多 !半个多

小时也没有人来买东西!我干

脆坐在小凳子上看起小说来'

%你这是香源开的货摊

吗)&

%是呀'& 我应声望去!摊

边站着一位
"'

岁左右的老大

爷!满头的白发 !脸上布满了

深深的沟壑!脚上有一层浅浅

的灰尘!看样子是走了一段路

过来的'

%不对呀! 老伴说是一个

女的!怎么变男的了'&老人自

言自语地说! 扫了几眼货摊!

又上下打量着我!好像是鉴别

真伪似的'

看来老婆在这一带积累

了人缘!都有客户来专程找她

了'看到老人这么认真 !我赶

紧放下手中的书!笑着对老人

说$%老爹爹! 香源是我老婆!

她回家吃饭了! 马上就来'要

买什么!你自己选吧'&

老人似乎相信我说的话

了!从贴衣口袋里慢慢拿出一

个手绢包! 一层层地打开!拿

出一张百元人民币! 递给我$

%这是我和老伴捡废品挣的

钱!下午去买面条 !面条店的

老板说是假钱!我不相信别人

会将一张假钱给我这老头子!

我就是想让香源给我看看'她

没在!你就帮忙看看吧'&

我接过钱!仔细地看了看

水印 ! 又用手指慢慢地摸了

摸!感觉确实不对 !这还真是

一张足以乱真的假币'

%这钱是**&

%是真的' 您要还是不放

心!我给您换张新的'&不知什

么时候妻子来到了摊前!我一

句话还没有说完 ! 她接过话

茬!伸手把这张百元钞票拿过

来!放进包里 !拿出另外一张

递给了老人'

妻子的举动让我百思不

得其解 ! 怎么收下别人的假

钱!还给换上真钱'

%谢谢你啦! 是真的就好!

我就说人们不会拿假钱骗我一

个老头子的'&老人把钱层层包

好!放进贴身衣袋里满意而去'

妻子看到老人走远!见我

还是一副不解的表情!就告诉

我$%老人唯一的儿子在对越

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几十年

来! 没有向国家伸过一次手!

全是靠老两口捡废品维持生

活!不容易啊'&

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再

看看妻子!我顿时觉得平凡之

人竟有如此伟大之处'

调 研
!

赵晨光

小苗考上了市卫生局 !不

仅干活勤快! 还写得一手好材

料!在局里很受欢迎'

局里安排赴林河县调研 !

小苗和贾主任一个组! 被分到

了该县的东村乡'

到了乡里! 一拨人早早在

大门口迎候着! 径直接过行李!

领着两人进了附近的一家饭店'

中午喝了点儿酒!临散席!

乡领导反复交代下边人一定要

服侍好上边来的%贵客&'

次日清晨!贾主任躺在床上

有气无力地诉苦$%昨天酒喝多

了!到现在还头疼着呢!你就替

我到下面转转吧'&

小苗领命而去!从早到晚!

中午也没顾上休息! 转遍了全

乡六家卫生所! 光笔记就写了

十几页'第三天!贾主任应邀去

了当地景区旅游! 小苗则呆在

招待所完成了一篇五千多字的

调研报告!晚上交贾主任审阅'

贾主任还没看完便似笑非

笑地说$%你上网参考一下!看

看别人是怎么写这类报告的'&

当小苗再把报告送来时 !

贾主任依然笑意吟吟$%这次改

的虽说有了点味道! 但还有些

地方不妥'不慌!等回到局里参

照一下去年的范例再定吧'&

等返回机关! 小苗一头钻

进档案室! 赶在下班前把报告

改好交了上去' 这次的修改稿

完全仿照去年的调研报告抄下

来!就剩调研数据是新的了'

三天后! 贾主任叫小苗过

来说$%我把报告改了一下!你

打印出来上交局长吧'&小苗看

到修改后的内容不禁目瞪口

呆,,,原来自己辛辛苦苦调查

统计出来的数据" 图表被改得

一塌糊涂!面目全非(

小苗耐着性子向贾主任请

教$%您修改得挺好! 只是不知

为啥把数据和图表都改了 !是

不是我统计得不准)&

贾主任反问道 $%你说 !这

份调研报告是拿给谁看的)&

%肯定是局长呗'&

贾主任一脸严肃地问$%原

先的那份报告!你要是局长!看

了能高兴吗)&

小苗听罢哑口无言'

官 迷
!

郝军祚

何伟是腰山乡党政办的秘

书! 在这个位子上已经摸爬滚打

了近
#'

年光景!至今仍是大头兵

一个!怪就怪在他这人有点迂腐!

自命清高!不懂得拍马屁套近乎'

前不久!腰山乡新换了乡长!

姓孟'让何伟激动的是!孟乡长竟

然跟他住一个小区'何伟心想$近

水楼台先得月! 这回我可要把握

机会!充分利用地理优势!为领导

搞好服务!为自己铺就升迁之路'

那天!下班回家后!何伟正独

自喝着闷酒!他老婆丽丽突然喜滋

滋地回来! 神秘兮兮地说$%老公!

好消息'听说你们孟乡长家的京巴

狗丢了'&%那跟我有啥关系)&何伟

斜了丽丽一眼说'丽丽用手指点着

他的脑门!数落说$%你这个榆木疙

瘩!怎么就不开窍呢'这是个好机

会啊!咱们可以买条差不多的京巴

狗!给孟乡长送去呀(&何伟一拍大

腿!抱着丽丽亲了一口!说$%还是

老婆足智多谋(&

第二天是周末!何伟到街上转

了一遍!只有一个名叫%爱莎&的宠

物商店卖有京巴狗! 他就花
*'''

元买了一条!然后直奔孟乡长家'

孟乡长见是何伟! 手里还牵

着一条狗!就客气地把他让进屋'

何伟恭敬地说道$%乡长!听说您的

小狗丢了!刚才我在大街上看到了

它!于是我就把它牵回来了'&孟乡

长点点头!说$%麻烦你了'&

又聊了一会儿! 何伟起身告

辞!出门刚要下楼梯!见自己的鞋

带开了!就蹲下系鞋带'这时!只

听门那边的孟乡长老婆说$%老头

子!你真厉害!想了这么个主意'

这已经是别人送来的第十只狗

了!这下我弟媳开的-爱莎.宠物

店总算起死回生了**&

一个月后! 腰山乡对中层干

部进行调整!在孟乡长的大力举荐

下!何伟被提拔为党政办副主任'

这天!何伟正在家自斟自饮!

丽丽从外面兴冲冲地回到了家$

%老公! 这回孟乡长家又丢东西

了(&%是吗)& 何伟眼前一亮$%天

助我也!快说乡长家丢什么了!我

这就去买(&

%你真是个官儿迷!这次可没

上次那么便宜! 这次是孟乡长患

有痴呆症的爹走丢了! 难不成你

还要给他买个爹)&

何伟顿时蔫了! 不过他思忖

片刻!忽然站起身!急匆匆往外就

走'丽丽问他干啥去!何伟激动地

说$%我要去给孟乡长找爹(&

下了楼! 何伟一看孟乡长家

楼道口!已经围了几十号人!看来

都是来给孟乡长找爹的**

富兰克林与曾国藩

本 杰 明 , 富 兰 克 林

-

%('+

.

%(&'

/的脸 !圆圆的 !

胖胖的! 像个美味的肉丸子!

很富喜感+他一辈子做了这么

多的事情!又都是那么的富有

成效 !真是让人羡慕 +据百度

百科介绍!他是资本主义精神

最完美的代表!十八世纪美国

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著

名的政治家0外交家0哲学家0

文学家和航海家以及美国独

立战争的伟大领袖" 所以!即

使他板起脸!给青年人一些训

诫!其实也无非是修身养性那

一套! 我们也非常乐于接受"

&节制...食不过饱! 饭不过

量"沉默...不说于人于己无

益的话 # 不和人谈无聊的废

话"秩序...东西放在一定的

地方# 做事要有一定的时候!

不可乱来"俭朴...不是于人

或是于己有益的事 ! 不要花

钱 "勤劳...爱惜光阴 !要时

时刻刻做有益的事!不做不必

要的行动 " 整洁...起居生

活!身体服饰!务求整齐清洁"

宁静...不为琐碎小事!不为

寻常普通或不可避免的意外不

幸事!扰乱到心绪不宁"(年轻

时我曾把它们抄在笔记本上!

作为指导生活的金科玉律"

喜欢给人看相的曾国藩

,%"%%!%"(*-.

不知如何看待自

己的面貌 " 我觉得这是一张

暮气沉沉的脸 /当然我看到

的是他中晚年的画像 ! 但我

总是会想 ! 也许他从来就没

有年轻过呢0! 威严有余! 生

动不足 # 甚至颇有几分像是

画家凡,高笔下的加歇医生 !

是一张肝肠寸断的脸 ! 几乎

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 ! 可以

有效地安慰它 " 总而言之是

不讨喜 " 所以 ! 对他修身养

性那一套 ! 我年轻时看也不

看 " 但最近我忽然感怀起周

作人 0 海德格尔这些人的

&落水( 经历! 联想到胡哲敷

所说 ! &五百年来 ! 能把学

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 只有

两人$ 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

则清朝的曾国藩(! 就不免觉

出 !曾国藩很了不起 "再看曾

国藩修身的&功课(!有觉得很

对的 !如 &夜不出门...旷功

疲神 !切戒切戒 (!人的堕落 !

也许真的是从夜生活的腐化

开始的# 有觉得不近人情的!

如 &早起...黎明即起 !醒后

勿沾恋(! 对自己这么残忍的

人实在太可怕!可见&曾剃头(

也不是一日炼成的#有觉得不

一定对的 !如 &读书不二...

一书未完!不看他书(!马克思

就以同时看好几本书为乐趣"

不过所谓的修身 ! 归结起来

无非是两个字 $ 节制 " 都没

什么太高明的 " 但是 ! 在那

个人人只想混日子的社会 !

曾国藩如此自砺 ! 实在是太

有使命感了"

检讨自己对富兰克林和

曾国藩的&接受史(!我承认有

&远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成分!

但更关键的!是我对富兰克林

所生活的环境更向往"只要认

真0努力!就会有收获"虽然辛

苦 !但很快乐 "整个社会环境

是宽松的 !欢快的 "而曾国藩

一辈子 !却是战战兢兢 0如履

薄冰!头上那把剑随时可能会

掉下来 !即使是 &官至极品 (!

又有什么意思呢'富兰克林是

美国梦的缔造者!我希望中国

梦的缔造者!是一些比曾国藩

更开心0更爽朗的人"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

海啸专栏%& 网址
+,,-.//0001

$2341256/-#%&78%/9497/9":97/

'

雷人图片（之二百一十八） 万方

雷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雷

老板太可怜啦**

挺押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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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维全!本院受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泸州
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纳溪民初字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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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

王琴!本院受理周玉海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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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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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义平!本院受理赵义田诉你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喀民初字第
%!00

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小牛群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潘声霞!本院受理霍山嘉利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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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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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魏占分!本院受理魏兰秀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送达"

*'%/

#藁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增村法庭领取$逾期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藁城市人民法院
裴玉婷!本院受理刘付平诉你探望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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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后
%!

日
和

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

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含山县人民法院

谢旭东(林玉联!本院受理李锦芳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送达"

*'%/

#芗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娄必容!本院受理叶九昂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送达"

*'%/

#赤民初字第
(%(

号案件的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官渡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

律效力! 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
杨光菊!本院受理宋小林与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公告向你

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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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猴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李建洪!本院受理王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依法判决$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瓮民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猴场法庭领取本案判决书$ 逾期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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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谢朝碧!本院受理李俊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判决$依法向你送
达"

*'%/

#瓮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
到本院猴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喻祖金!本院受理石茂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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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
0'

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猴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曾尚萍! 本院受理刘日堂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送达"

*'%/

#安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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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吴松慧!本院受理彭德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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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
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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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逾期视为
放弃举证权利! 定于

*'%/

年
&

月
*+

日
"

&

0'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

杨四川!本院受理江武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天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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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 上诉于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

彭丽云"曾用名彭主云(彭立云'!本院受理杨宗樟"曾用名杨
宗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天民
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上诉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

蒋世福!本院受理谢芳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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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0'

日
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一号法庭"本院三楼#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罗时岩(曾猛利(况中华(文辉良(巫政(肖日初(彭绍明!本院

受理李治铭诉你们债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
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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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0

日
&

时在本院
**/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
金培三!本院受理魏万花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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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

节假日顺延
-

在本院
下司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王广军!本院受理吴记红诉你离婚纠纷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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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张桥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郭富亮!本院受理魏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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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薛家湾法庭"附属楼一楼六号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曾文龙!本院受理黄仁标%张兴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两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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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和
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和第九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

董长利!本院受理徐大伟诉你与徐金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

*'%/

#喀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牛家营子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霍再红!本院受理赤峰普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与姚红
亮二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喀
民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牛家营
子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
院!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张祥禄"

(??@*A;BA;@>@;@@AC

'!本院受理陆清喜诉与你公
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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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和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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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祥禄"

<DD@*A;BA;@>@;@@A*

'!本院受理蔡光甫诉与你公
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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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祥禄"

<DD@*A;BA;@>@;@@A*

'!本院受理刘太龙诉与你公

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和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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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祥禄"

<DD@*A;BA;@>@;@@A*

'!本院受理闵曾林诉与你公
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和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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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祥禄"

<DD@*A;BA;@>@;@@A*

'!本院受理张洪国诉与你公
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和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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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宏博置业有限公司!本院依法受理杜伟联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

*'%/

#奎民三初字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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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
"

&

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黄林浩!本院受理孙敏敏与被告黄林浩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送达
,*'%/-

周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
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孟德朋(冯敏(周高有(孙雪峰(刘涛(郑红霞!本院受理临沂市
罗庄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送达"

*'%/

#临罗商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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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李振伟(秦贵英(孙永旺(程宝英(苏彦红(李健健!本院受理临沂
市罗庄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送达"

*'%/

#临罗商初字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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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李海波(陈阿莲(丁军(刘敬之(李云强(高辉香!本院受理临沂
市罗庄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送达"

*'%/

#临罗商初字第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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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亓春忠(尤夫连(陆建康(钱见勤(张忠良(孙彩红!本院受理临沂
市罗庄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送达"

*'%/

#临罗商初字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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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孙运坤(尹启锋(于洋(尹辉辉(刘丙德(胡俊艳!本院受理临沂
市罗庄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送达"

*'%/

#临罗商初字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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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扬州海润投资有限公司( 扬州市海润石业工程有限公司(李
先堂!本院受理盐城通驿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名
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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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节假日顺延#

&

日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平昌县龙腾养殖有限公司(张泽润(任明会!本院受理张波诉
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平民
初字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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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巴
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谢泰!本院受理孙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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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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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林阳!本院受理廖素梅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象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
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法院

彭诗兵!本院受理张仕杰诉你及四川省金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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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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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云亮!本院受理张粉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送达"

*'%/

#获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乡市宏祥物资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

$出票人河南向阳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付款
行中国银行洛阳分行$收款人洛阳中传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票面金
额

%!''''

元$出票日期
*'%/

年
%

月
*(

日$到期日
*'%/

年
(

月
*+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法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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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王敏子(王淑君!本院受理沈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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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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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和
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蔡红阳!本院受理常蕴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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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张永亮!本院受理刘冠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和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郑鑫芝! 本院受理白彦丘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送达"

*'%/

#永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廊坊市
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罗涵安!本院立案受理江贤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送达本院

,*'%/-

广汉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经

+'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德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卿光福!本院立案受理陈朝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送达

,*'%/-

广汉民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经

+'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德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江光群!本院受理杨维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
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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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
%!

日和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徐忠亮(李兰芬!本院受理李云霞与你们及于伟利申请执行
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

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公告

龙沛然!本院受理李宝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缺
席判!依法向你送达"

*'%/

#昌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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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秦皇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温亚香!本院受理抚宁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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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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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抚宁县人民法院
莽祖桂!本院受理董玉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

"

*'%/

#抚民一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河北省抚宁县人民法院
刘金亭(孟艳春!本院受理王晓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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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

%!

日和
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

时
'

分期付款"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港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张永齐!本院受理刘志阳诉张永齐%田子芹%杨海东%张旋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

*'%0

#海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曹建山(丁艳红!本院受理张立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
判! 河北省卢龙县人民法院

张金江! 本院受理孙新春诉你与佟玉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送达"

*'%0

#青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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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刘小芳!本院受理向花红诉你%广汉玉鑫无机盐有限责任公司%代
世强%刘厚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

*'%0

#广汉民初
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吴棋建(吴棋娣(王登高(吴启峰(王勇(王纪军!本院受理汶上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0'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王元朋(寻海洋(王元峰(郭金峰(王庆(王允伟!本院受理汶上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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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王怀占(王兴聪(王怀海(王玉元(王怀伟(王先平(王怀洪!本院受
理汶上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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