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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朋友：心不动于微利之诱
!

陈永江

党员干部交友的重要性不同于普通

人!普通人交友不慎"也就是个人吃亏上

当#领导干部则不然"由于身居要位"掌

握和行使公共权力"交错一个朋友"往往

就是掉进一口腐败的陷阱! 不仅毁坏个

人声誉" 还会殃及党和国家的事业! 因

此" 如果社会属性对领导干部有特殊要

求的话"谨慎交友就为重中之重!

焦裕禄到兰考时" 兰考县正遭受内

涝 $ 风沙 $ 盐碱三害 ! 为改变兰考面

貌" 他与
!"

名干部$ 老农和技术员组

成一支三结合的 %三害& 调查队" 与他

们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 大家跋涉近百

里" 查清了全县大小风口
#$

个" 逐个

进行了编号$ 绘图" 为防灾抗灾积累了

第一手资料!

不仅如此" 焦裕禄还多次住过老饲

养员肖位芬的牛屋 " 向他讨教治沙的

%真经&# 他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

生交朋友" 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鼓励

他们对泡桐的研究''焦裕禄就是这

样" 善于与群众广交朋友" 无论走到哪

个村都有熟人$ 有朋友" 群众都亲切地

称他为 %老焦&!

而现实生活中" 少数党员干部只热

衷于结交有权$ 有钱$ 有势的人" 重官

轻民$ 嫌贫爱富" 生怕结交普通群众"

尤其是特困群众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这

些党员领导干部不跟老百姓交朋友" 当

然与群众话说不到一起" 心连不到一块

了!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党员干部做

到(%多同普通群众交朋友" 多同基层干

部交朋友"多同先进模范交朋友"多同专

家学者交朋友!&如是"才能真正做到%心

不动于微利之诱" 目不眩于五色之惑&"

不会因交友不慎而使自己栽跟头!

文史廉政关马啥事
!

溪 源

司马光在 )涑水记闻* 中记

载"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伊始"经常

拿着弹弓在御花园里打鸟!一天有

大臣称有急事" 要马上面见奏报"

宋太祖听说有急事" 就放下弹弓"

匆匆穿好朝服出来接见该大臣!

然而"该大臣奏报的不过是

一些寻常小事"根本就不紧急!宋

太祖怒气冲冲地责问这个大臣"

为什么要说有急事" 大臣答(%我

觉得这些事情比打鸟要来得紧急

些!&宋太祖见大臣讥讽他"愈发

盛怒" 顺手抄起身旁侍卫所持的

长斧"用斧柄打在大臣的嘴巴上"

打落了他的两颗牙齿!

那大臣摸摸嘴巴"不紧不慢

地俯身将牙齿捡起"放入怀中!见

状"宋太祖气得不行"骂道(%你把

牙齿收起来 " 难道还想去告我

吗+& 大臣说(%我当然告不了你"

但是会有史官把这件事情记录下

来"留待后世之人评判!&宋太祖

一想"觉得有道理"赶快赐以金帛

财物"犒慰这个大臣!

还有一次 " 宋太祖骑马打

猎 "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 "他一

时难抑怒气"拔出佩刀就将马刺

死!不久他就悔悟过来 "说 (%我

耽溺于玩乐"为追求刺激而乘危

走险 "被摔也是自己找的 "关马

什么事呢+&自此他不再打猎!

宋太祖害怕自己的疏失被史

官据实记录下来" 有损于自己的

历史形象"由于爱惜声名"怀有畏

惧之心" 虽然身为权力不受制约

的帝王"他行事也不敢毫无底线!

人的精神信念之中"应该怀

有一些敬畏意识!而这种敬畏无

关于信仰" 乃是一种人格力量"

是一种自觉的道德约束"一种做

人行事的操守"也是一种处世的

智慧! 如果凡事皆无所畏惧"我

行我素 "信奉 %哪管身后洪水滔

天 &的虚妄之说 "那只会演绎出

悲剧!

陶铸：一条马褡子就是全部家当
!

徐伯黎

陶铸是中共历史上一位传

奇式的人物! 他先后担任中南

局第一书记$中宣部部长$中央

政治局常委!有人评价说"无论

从军队到地方" 还是从地方到

中央 "陶铸像头牛 "兢兢业业 "

任劳任怨!

%&$'

年" 为了与国民党抗

衡东北" 党中央决定派陶铸到

沈阳东北局工作" 担任辽西省

委书记! 与陶铸同往东北工作

的妻子曾志问(%你的马褡子还

带吗 +& 陶铸笑着说 (%它是个

,百宝箱-"在延安用它"到东北

打游击更需要它!&

其实"所谓的%百宝箱&是用

陕北农家粗布做成两头有兜的

大口袋"是曾志在延安亲手为陶

铸缝制的!陶铸经常下乡"就用

它装行李$装文件$装书籍"睡觉

时当枕头"是他们夫妻俩唯一的

家当!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那匹

枣红马是他穿梭前线与后方的

交通工具"马背上驮着的马褡子

便是他的办公桌"群众送给陶铸

一个雅号...%马上书记&!

%&$(

年
%!

月"辽吉地区遭

遇了历史罕见的大雪灾! 一些

地区的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困

难"没有棉衣御寒"没有粮食果

腹!陶铸指示(%不许冻死人"不

许饿死人!&他号召全省干部立

即采取救助办法" 解决灾民燃

眉之急! 他和省委机关干部带

头节衣缩食"捐款捐物!陶铸把

仅有的
!""

元保健费捐出 !灾

民捧着救命的粮食衣物热泪滚

滚"喊着(%还是共产党好啊"还

是大军好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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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 陶铸回到了阔

别
!'

年的故乡湖南祁阳石洞

源"他要求到学校看看!原来"在

祁阳刚解放不久"陶铸应家乡人

的请求"为家乡学校写了一副对

联!石洞源的陶姓人多"族长得

知陶铸当了共产党的大官"深感

荣耀"便动员族人捐资"在学校

门口做了一块金匾"上刻(%祝贺

陶铸同志勋德崇隆&"%石洞源陶

氏全体后裔顿首&!

陶铸随同大家来到学校 "

看到了闪闪发光的一块匾额!他

严肃地对大家说(%荣宗耀祖"不

是我们共产党人干的"共产党的

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家族

的权势人物"大家不要误会!你

们这种做法"虽花了钱"但我是

不买账的"赶快给我砸掉烧毁!&

陶铸见大家不敢动手"便亲自找

来一把斧子"将金匾打烂!

陶铸的母亲在老家农村生

活" 湖南有关方面几次想把老

人家迁入城镇落户" 都被陶铸

拒绝了! 陶铸说(%农村老人那

么多" 你们都给迁了再考虑我

的母亲!&陶铸每月给母亲寄
*"

元生活费" 有一个时期母亲埋

怨给的钱少了"不够用!他恳切

地对母亲说(%目前群众生活水

平还不高" 我们干部家属生活

上不能脱离群众 !& 陶铸的堂

弟$侄子等十多位亲属"都一直

在祁阳石洞源农村劳动" 没有

得到特殊的照顾!

调到中南局工作后" 陶铸

一直住在一所陈旧的房子里!机

关多次想为他换个房子" 陶铸

说(%生产上不去"住那么好的房

子"吃那么好的饭"心里过意不

去" 群众也不答应!&

%&+'

年房

子屋梁倾斜"用木料顶住的房梁

出现险情"陶铸才同意对这所旧

房维修!维修费超过了预算"陶

铸就将他和曾志全部积蓄拿出"

上交机关!

在生活方面"陶铸一向强调

不能脱离群众!

+"

年代初" 全国

经济困难"陶铸提出(自己家里人

吃的肉$油$菜都要和老百姓的一

样"不要特殊照顾!一天"炊事员

通过关系找来一点瘦肉" 想让陶

铸改善一下生活! 陶铸严厉地批

评了他(%我们的伙食不错嘛"怎

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擅自炒肉

呢"要知道"国家在渡难关"想一

想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有许多困

难" 我们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啊/& 这位炊事员感到很为难"继

续劝陶铸! 陶铸发火了(%说不吃

肉就是不吃"端回去/&陶铸厉声

命令他端走!无奈"炊事员只好把

这碟菜送给其他工作人员分享

了!以后"炊事员再也不敢超标准

为陶铸加餐了!

%&+*

年后" 经济

形势好转了" 陶铸仍然在各种场

合讲节约" 回到家中还对身边的

工作人员说(%我只要有碟辣椒"

再来碗青菜"就很够了!吃东西以

填饱肚子为原则!这也不吃"那也

不吃"还怎么接近群众+&

有一次" 一个外贸企业送

来一盒糕点"说是想请陶铸尝尝

新产品! 陶铸严厉批评身边工作

人员(%岂有此理" 给领导干部送

糕点"特殊化嘛"给退回去!&他还

亲自给这家外贸企业负责人写了

封信"批评说(%你们好好搞出口"

给领导品尝是不对的!&他还让工

作人员给办公厅电话" 问中南局

其他领导有没有收到" 如收到一

律退回! 陶铸还经常提醒身边工

作人员(%你们要注意" 别人送礼

物一律挡回!不能搞特殊化!&

“心”字谣
!

武鹰

世间复杂莫若心"方寸之间

藏乾坤 !善恶美丑心是源 "是非

曲直心为根!

人际交往有真心"虚情假意

失众心 !坚守底线不动心 "半夜

敲门不惊心! 人生难得平常心"

哪能事事都顺心!遇到麻烦多宽

心 "振奋精神莫灰心 !知足常乐

不忧心 "粗茶淡饭也甘心 !闲暇

读书可静心" 远离浮躁益身心!

做人低调要虚心"狂妄自大人恶

心 !清心少欲莫贪心 "不学蛇把

大象吞 !修身之要在养心 "心平

气和度光阴!

对待父母有孝心" 贴心照顾

送温馨!儿行千里母担心"平安健

康母悦心!家庭和谐心贴心"忠于

配偶不花心#同甘共苦一条心"心

心相印不变心!夫妻也要多交心"

不能动辄起疑心! 教育子女有耐

心"简单粗暴惹伤心!子女成长多

关心"品德修养莫轻心#一旦放纵

不留心"惹下祸端难安心!

学习业务要专心"本领不足

难从心 !干事创业多用心 "三心

二意没信心! 齐心协力可断金"

同心共济力千钧!选人用人出公

心 "有为有位聚人心 !追求成功

有恒心 "急功近利火攻心 !安全

第一要上心" 粗心大意埋祸根#

事故发生人揪心"人伤财毁怎忍

心 !他人有难要热心 "雪中送炭

献爱心 !热心公益发善心 "心旷

神怡暖如春! 以心换心有诚心"

人际和谐才称心!

消极腐败民寒心" 反腐倡廉

顺民心!打虎拍蝇下决心"百姓拍

手真开心!抵住诱惑不乱心"两袖

清风不染尘!官商交往敬如宾"勾

肩搭背实隔心!联系群众心连心"

百姓冷暖多挂心! 奢侈浪费人痛

心"查处顶风须当心!清除四风下

狠心"风清气正有信心!回心转意

快收心"法网恢恢枉费心!

简简单单一颗心"细心分析

有学问 !扪心自问无愧心 "一撇

一捺做好人!

我不敢相信我自己
!

鲍海英

在这个世上"人最该相信的

是自己 " 如果连自己都不敢相

信 " 那这个人不是大智就是大

愚!史上就有这样一个不敢相信

自己的人"他就是武则天在位时

的宰相狄仁杰!

有一天"武则天和众群臣退

朝后" 武则天独将狄仁杰留下!

她先是和他拉了一会儿家常"随

后提到狄仁杰在汝南的政绩"并

连连夸奖说 %卿在汝南 "甚有善

政&" 继而" 极其神秘小声对他

说(%你知道你在汝南"谁经常打

你的小报告吗+ 如果你想知道"

我现在就告诉你吧!&

狄仁杰是武则天选中的宰

相 "他不仅心胸阔达 "而且方正

廉明 "深得武则天的信任 !现在

皇帝要亲口告诉他"谁最爱和他

过不去 " 在皇帝面前打他小报

告"一般人肯定求之不得 !可狄

仁杰听了这话" 赶紧说(%陛下"

请您别告诉我!& 武则天有点讶

异(%你还不相信我+为什么你不

想知道在我面前告你的人呢 +&

狄仁杰说(%不是!不是我不相信

您"而是我不敢相信我自己!&

接着"狄仁杰对武则天解释

说(%陛下以臣为过" 臣当改之#

陛下明臣无过 "臣之幸也 !臣不

知谮者 "并为善友 !臣请不知 !&

意思是说 " 我不知道哪些是小

人" 我只知道他们都是好朋友"

我请您不要告诉我哪些人向您

打过我的小报告!因为我还想与

他们照样相处 "照样共事 "不想

在心中留下任何疙瘩!

其实 "狄仁杰做宰相 "他有

太多的机会报复那些告他的小

人" 可是作为心胸开阔的宰相"

他能借用个人的权力来报私怨

吗 +他向武则天解释说 "他是怕

自己克制不住内心的报仇冲动"

一不小心私仇公报了"不能和其

他大臣们同为皇上和国家效力"

所以他%臣请不知&!

狄仁杰不敢相信自己"是因为

他的大智"也因此他被人誉为%河曲

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实至名归!

人生就是场炼狱
!

毛周林

公元前
&&

年" 李陵出击匈

奴 " 兵败投降 " 汉武帝大怒 !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 " 触怒了汉

武帝 " 被捕下狱 ! 按照汉朝法

令的规定可以出钱赎罪 " 但他

没有钱 " 最终接受了腐刑 ! 司

马迁受到这种大辱后 " 精神受

到极大刺激 " 他萎靡过度 " 曾

一度想自杀 ! 但他想起了父亲

的遗言" 又以古人孔子$ 屈原$

左丘明 $ 孙子 $ 韩非等在逆境

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 " 终于以

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

来 ! 在屈辱中 " 司马迁写出了

流传千古的史学巨著 )史记*!

是悲叹" 是失望" 是放弃"

还是坚守 " 乃至坚持 " 各人心

中会有不同的答案 ! 人生就是

一场炼狱 " 成大器者总不会太

多 " 百炼才能成钢 ! 无数人就

像炼钢中的炉灰炉渣一般 " 最

终被无情地扔进了历史的尘埃

中 " 只有那极少数人 " 才有可

能最终变成坚硬的钢! 实际上"

上天并没有说 " 某某人一定能

成才 " 谁谁谁一定会成功 ! 只

要你有恒心 " 有毅力 " 有足够

的耐心 " 你同样可以获得非凡

的成功 " 取得瞩目的成就 ! 不

要说在挫折面前 " 就是在屈辱

面前" 有人依然能够活得精彩"

被载入史册" 被后人敬仰!

人的一生"顺境固然令人向

往"成功也是备受欢迎"可是"生

活不是梦境" 现实不是幻想"人

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成功与顺

境如同彩票中的头奖"能得到的

永远只是少数" 甚至是极少数!

芸芸众生"注定要在荆棘与困境

中求生"逆境与失败就像家常便

饭"再平常不过!

形 象
'

王 涛

时下"有些领导干部形象不

佳!平时"他们习惯于讲官话$套

话 $虚话 $假话 "工作也成了演

戏$念台词$走过场#为民办实事

的举措很是详尽"但这些举措都

是喊在会场上$ 写在报告上"就

是不付诸实施 " 或者即使实施

了 "也是大打折扣 !这样的领导

干部 "把 %以身作则 &变成了 %以

声作则&!由于言而无信"久而久

之 "寒了群众的心 "损害了党和

人民群众的关系!

领导干部是带领群众干事

创业的领头雁"其言行对群众起

着引领和导向作用!群众需要的

不是 %以声作则 &的许诺 "而是

%以身作则&的示范"他们盼的是

领导干部讲实话 $办实事 "给群

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知 足
'

张雨

老子曰 (%知足之足 " 常足

矣!&知足是对已经得到生活感到

满足!知足常足"就能客观地认识

和准确地判断已经实现的状态"

始终保持愉快$平和的心态!人如

果只为满足欲望而活着"那么他

将永远常不乐或者乐不长!因为

满足了一种欲望随之又会产生

了新的欲望"在永远不可能满足

所有欲望的现实生活中"人自然

常不乐或者乐不长!

)曾广贤文* 中说(%知足常

乐"终身不辱"知止而止"终身不

耻!&只有对利益有所满足的人"

才会生活得自由自在"免于卑躬

屈膝#只有不追逐身外之利的人"

才能立身长久"享尽天年!知足常

足"是每一个人都应有的生活智

慧!

很 累

'

李军芳

偶然间"在网上看到一则故

事!

父亲将经历情感挫折的孩子

叫到跟前" 对她说
,

%把手紧紧地

攥起来"感觉怎么样+&孩子回答

道(%很累!&父亲接着说(%再用力

一点!&孩子更累了!父亲看了看

手臂青筋突起的孩子道(%累了"

就松手吧/&那一刻"孩子感到无

比的轻松!

人生 " 就是如此 ! 金钱 $

权力$ 名望" 有很多东西" 我们

都想紧紧地攥在手中" 而忽视了

抓东西的手很累! 将手松开" 也

许我们会失去一些东西" 但我们

绝对会收获心安" 收获轻松" 收

获快乐!

请您扫描

二维码!加入微

信平台投稿"互

动#

中秋 李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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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海滨$戴文龙$福建省华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漳州分公
司$福建省华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漳州正坤工贸有
限公司与你们民间借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变更诉讼
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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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建瓯市利众竹木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光泽县日新化
工有限公司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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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冯智伟$唐生智!本院受理金源果蔬专业合作社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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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林学新!本院受理黄志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开庭传
票"起诉状副本"当事人举证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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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
满后次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调解室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

刘兆清!本院受理隋元华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莱阳照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照旺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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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赵卿林!本院受理王力军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莱阳照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照旺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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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石雄彪!本院受理曾淑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冷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三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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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冷水江市人民法院

程小勇$梁小青$蒋海阔$李能$罗雪凤$周辉$邓云云!本
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安县支行诉你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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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王洪前$饶正兰!本院受理冉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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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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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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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安徽红霞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钟从海诉你司"含山县清

美商贸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含山县人民法院
陈在庆!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韩芳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

&霍执字第
""*$%

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
义务$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周凤萍! 本院受理马言中诉你及闫贻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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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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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叶集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吴银锋!本院受理袁海红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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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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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上诉于邯郸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生效$ 河北省肥乡县人民法院

淮安恒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吴高山诉你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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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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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王红选!本院受理臧爱好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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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车站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盛建中!本院受理许凤恋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遂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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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唐荣林!本院受理朱卫国诉你及唐荣中"周齐明民间借贷暨

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都大民初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大冈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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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陈增江! 本院受理成友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都大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大冈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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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汪发春$俞乃玉!本院受理%

!"%$

&芜中民二初字第
""%&'

号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芜中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内!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淄博京朗经贸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启东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份 %票号
%"!"""'!

!*!&!!((

!金额壹拾万元整!出票人启东万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收款人上海万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

年
(

月
%%

日&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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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无效$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王永明$陈于珍$六安市明邦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安徽明浩优

格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六安市鸿森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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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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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许乃义$路文章!本院受理马凤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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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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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涧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许乃义$马凤祥!本院受理徐占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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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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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
涧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许乃义!本院受理李汉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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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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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双涧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许乃义$周兴!本院受理李汉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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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涧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许乃义$马凤祥!本院受理王秀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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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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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涧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陈远云$徐雪琴!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县
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饶
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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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刘传乾$费克晶!本院受理张升爱与你们道路交通事故人身
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沂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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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安徽华东投资有限公司$丁军$丁华$丁浩!本院受理郭会芹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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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朱仙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宿州市 桥区人民法院
安徽华东投资有限公司$丁军$丁华$丁浩!本院受理苏斌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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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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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朱仙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宿州市 桥区人民法院
位万领$马翠荣!本院受理凌如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宿 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朱仙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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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宿州市 桥区人民法院

沈俊荣$沈余良!本院受理陆普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宿 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朱仙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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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宿州市 桥区人民法院

陈昌奎$向菡慧!本院受理曾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汤陈惠$刘陈水$陈圣华$上海雄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斯

宇物资有限公司$汤陈新!本院受理周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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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圣华$谢郑坚$汤陈惠$刘陈水$上海闽惠贸易有限公司$上海
雄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周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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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光声$周兰清!本院受理周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

福建诚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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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树铨$周华蕊!本院受理周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

福建诚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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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玉$何仙春$周兴旺$吴文锋$吴陈谷$刘志先$吴惠文$李葵
清$汤周华$上海宙雄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驰闽钢铁发展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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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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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周华$肖小芹$周兴旺$吴文锋$吴陈谷$刘志先$吴惠文$李葵
清$周玉$上海奔灿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驰闽钢铁发展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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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周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
%保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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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建钰$魏文兴$周兴旺$吴陈谷$刘志先$吴惠文!本院受理周
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福建诚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吴文
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周民
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保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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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春$肖惠滨$陈春洪$谢丽清$陈永平$周兴旺$吴陈谷$刘
志先$吴惠文$上海汪 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鑫玛特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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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周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
书%保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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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孙福$叶章珍$周兴旺$吴陈谷$刘志先$吴惠文$叶晓明$郑
宝雄!本院受理周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吴文锋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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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陈水$陈圣华$汤陈惠$上海斯宇物资有限公司$上海闽惠贸
易有限公司$刘建!本院受理周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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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传祝!本院受理周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周民初字第
%"!#

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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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于

!"%$

年
%!

月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朱燕花$何锡周$何文珍$郑祖良!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周宁县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

!"%$

&周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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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

年
%!

月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许云锋$周玉美$许先驱$魏玉珍$上海许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宁支行与你们" 上海松江
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新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周民初字第
((*

号民
事裁定书"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传
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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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

年
%!

月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第二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彭石岩$阮赛霞$陈明祝$何美英$魏玉萍$上海誉福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上海魏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利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宁支行与你们及上海松江
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新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周民初字第
(+(

"

(#!

号民事裁定书"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
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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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

年
%!

月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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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平!本院受理杨龙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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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雅珊!本院受理陈鹭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芗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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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明仕达贸易有限公司$漳州市龙文区绿远食用菌专业
合作社$王志民$黄爱松$黄龙山$王锦水$漳州市龙文区君泰贸易
有限公司$杨炳池$严建凯$龙海市明鑫发贸易有限公司$周镇国$

林天彪!本院受理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
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
义务须知$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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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徐旋!本院受理陈德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

当事人举证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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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一调解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

林学新$叶桂凤!本院受理钱满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当事人举证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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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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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
陈诗强!本院受理管永清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举证
材料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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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陈达华!本院受理刘宙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饶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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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陈达华!本院受理吴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饶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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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段培秀!本院受理莫国成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贵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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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罗桂萍!本院受理莫国成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贵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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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
深龙卫医催

,-+!./+(01.2

号
刘梅兰

3

身份证号!

""!"-2!#(*+--#"44+5

!本局对你未取得医师
注册证擅自从事医师执业诊疗活动的行为作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深龙卫医罚
-!"%*."(/0*'

号&已超过履行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告知你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
内!到指定银行深圳市农村商业银行!账号'

"""%!($+"*#+

!地址'深圳
农村商业银行各网点缴纳罚款$逾期!本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强制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执行告知'

%

"没收西药品"

器械两件*

!

+罚款人民币捌万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强
制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本催告书送达后!你有权进行陈述或申辩$如
果有陈述"申辩意见!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本局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项权利$本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即视为送达$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福宁路
("

号龙岗
卫生监督分所$联系电话'

"(''1#$+%'**$

!联系人'丘永兰$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