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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创意源于习近平总

书记讲话中提到的!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 画面将权力

比喻为锁$将制度比喻为开启

权力之锁的钥匙$反映出制度

是制约权力运行的有效途径#

通过形象的表现手法 $ 传达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的

思想# 背景采用大海影像$浩

瀚开阔$ 给人以亲近自然之

美$使作品更贴近生活 $更为

人民大众所接受# !凡夫"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编辑 徐伯黎 校对 杨金辉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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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三不喜”
!

杨金坤

!明史"陈寿传# 中记载$陈

寿一生为官四十年$ 严于律己$

恪尽职守$终生遵循为官不喜随

意弹劾官吏%不喜为子弟亲友争

功或谋取好处%不喜金钱财物的

&三不喜'信条$始终保持清正廉

洁的作风( 陈寿这种经得住诱

惑) 守得住清贫的坚定信念$淡

泊个人名利)心系百姓之苦的务

实清廉作风$为后人所敬仰(

不喜滥用$ 要有敬畏之心(

朱熹说&君子之心$常怀敬畏'(

我们检察人员要做到 &四个'敬

畏$即敬畏人民)敬畏法律)敬畏

组织) 敬畏责任$ 还要慎行)慎

微)慎权)慎独(只有心怀敬畏才

有危机感$才能守住自己的政治

生命线$切实为人民掌好用好检

察权(

不喜盲从 $ 要勇于担当 (

当众人把谬误当成正确且习以

为常的时候$检察人员要做到不

迷失不盲从$不身陷错误的漩涡

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实

际行动去抵制)去纠正(

不喜钱财$ 要有自律胸怀(

检察人员要注重自身的道德修

养$养成&吾日三省吾身'的良好

习惯$尤其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两个责任'$着力解决检察

人员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以党风廉政建设和自

身反腐败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思想同样需要经常“体检”
!

严水泉

时下$ 许多人都珍爱生命)

定期体检$从而做到对疾病早预

防)早发现)早治疗(人的思想也

需经常&体检'$及时发现问题$

有效防止&病毒'入侵(

常给思想 &体检'$ 经常查

一查自己理想信念是否坚定 (

在新形势下$ 一些党员干部之

所以人生观) 价值观发生偏移$

主要是缺乏明确的是非标准 )

坚定的信念根基( 反之 $ 有了

坚定的理想信念$ 人生就有了

主心骨) &方向盘'$ 就能做到

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始终保持

思想纯洁$ 永葆共产党员的革

命锐气和情操(

常给思想&体检'$经常测一

测自己是否做到严格自律(律己

是人生的一种境界$是每个党员

干部应具备的品格(要时刻不忘

政治上的高压线)利益上的警戒

线)道德上的耻辱线)法律上的

生死线%在各种诱惑面前能稳住

脚 )守住心 $做到眼不花 )心不

乱)志不移%做到政治上靠得住$

经济上不伸手$ 行为上不出丑$

干干净净干事(

常给思想&体检'$经常问一

问自己是否自觉接受监督(没有

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所谓

制约$实际就是监督(监督不仅

是权力规范运行的&稳压器'$也

是领导干部政治生命的 &安全

阀'( 一些干部之所以走上违法

违纪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脱离了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要

把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当成保持

思想纯洁的自觉行为(

给身体做体检一年一次就

够了 $而给思想 &体检 '却需要

&吾日三省吾身'(这样$就会不

为权)名)利所累$心无旁骛)专

心致志干事业(一句话$给思想

&体检'$就是要常检)常查和真

查)真改(

徐海东：不允许占公家便宜
!

徐伯黎

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 $徐

海东被誉为&虎将军 '(从北伐

战争)黄麻起义$到创建革命根

据地$ 再到抱病率部开赴抗日

前线$徐海东身经百战(他打仗

!"

年
#

次负伤$全身共有
!$

处

弹痕(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西

行漫记# 中写道*&中国共产党

的军事领导人中$ 恐怕没有人

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

了('毛泽东曾称赞他是 &对中

国革命有大功的人'(邓小平评

价他&对党有一颗红心'(

由于长期艰苦转战 $

!#%"

年
!

月$ 徐海东在一次干部会

上作报告时$口吐鲜血$病倒在

战斗岗位上(从此$徐海东人生

的最后
&"

年时光$绝大部分都

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徐海东在

!生平自述#中这样写道*&我这

一生$ 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

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

尽旧社会痛苦) 百事不懂的手

工业工人$ 培养成一个高级将

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

做的工作太少( 今后我将像以

往$ 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

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

忠实于人民) 忠实于共产主义

事业的共产党员('

!#''

年$ 中央决定授予徐

海东大将军衔( 他知道后深感

不安$ 对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

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

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

我受之有愧啊-'周总理深情地

对他说*&海东同志$ 授你大将$

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

的(要我说$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对自己要求很严 $

就连应该享有的待遇也推辞不

要(

!#''

年$周恩来安排有关部

门给徐海东修建一所房子 $他

知道后却说 *&国家正在搞建

设$花钱的地方很多$我的房子

暂时不用修建了 $ 以后再说

吧('一次$周恩来在北戴河会

议上见到徐海东时问道*&你为

什么不让修建房子.'&现在有

房子住$很好了-'徐海东再次

拒绝修房(

作为一位功勋卓著的大

将$徐海东对子女们管教很严$

从不允许他们凭借父辈的功劳

去谋求特殊(

!#('

年$徐海东大女儿徐

文金出生(

!#($

年大革命失败

时$前妻田得斋被关进大牢$徐

海东也被迫逃离家乡$ 大女儿

被三伯父用箩筐挑着连夜逃

走(事后$徐文金隐姓埋名$成

为一个乡村人家的 &童养媳'(

徐文金长大后$ 与乡村医生高

正凯结了婚(新中国成立后$徐

文金得知父亲不仅活着$还做了

大官$她和丈夫就计划着找父亲

讨份好工作(

!#'!

年$徐文金第

一次走出大山沟$到大连一家疗

养院见到阔别
(&

年的父亲(陪

父亲住了
(

个月后$徐文金将想

到城里找份工作的想法向父亲

说了出来(徐海东沉默了许久后

说*&现在刚刚解放$政府负担还

很重$你又没有文化$怎能搞特

殊化呢.再说$我们流血闹革命

图个啥. 现在农村有田地种$有

房子住$穷苦的老百姓翻身做了

主人$你回到农村与乡亲们一道

种田有什么不好呢.'

徐文金告别父亲$ 回家乡

后继续当农民$ 夫妇俩先后生

育了
%

男
!

女( 在三年自然灾

害时期 $

'

个孩子因为饥饿常

常生病(

!#)(

年春天$丈夫也因

饥饿和疾病离开了人世$生活的

重担几乎将徐文金压垮(尽管如

此$ 徐文金从不向父亲伸手$坚

持把
'

个孩子抚养成人( 如今$

她的孩子们还生活在当地$两个

儿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儿

子在部队当了
$

年兵(

在家中$ 徐海东从不让孩

子们乘坐公家为他配的专车 (

徐海东说*&这个车是党和人民

给我用的$ 不是给你们用的('

就连公家配发的信封)信纸)墨

水$ 徐海东也一律不许孩子们

用( 他还教育子女$ 钱分为两

种$一种是公家的钱$私人是不

能花的%一种是自己的钱$但也

不能随便乱花(

大革命时期$徐海东家族失

去了
))

位亲人(解放后$为了纪

念他们$ 徐海东决定修个烈士

墓(尽管亲人们都是为革命牺牲

的$但徐海东认为$为他们修墓

是&自己家的事'$不能占公家的

便宜(他拿出自己养病和老战友

送的钱$ 加上子女积攒的压岁

钱$于
!#%#

年
!"

月在家乡湖北

大悟建成&徐海东亲属烈士墓'(

徐海东对家人 &抠门'$对

家乡却很慷慨( 新中国成立不

久$徐海东找安徽省要了
%"

多

万株茶树种到大悟$ 如今这些

茶树成为乡亲们的 &致富树'(

后来$ 他还筹资修通了从大悟

到武汉的公路$ 帮助家乡建起

了烟厂)化肥厂)榨油厂(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只要你

有一口气$不为党工作$就是最大的

耻辱('徐海东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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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斌

北宋名相李沆$遵守规章$不

徇私情(据记载$李沆在开封封丘

门内建有住宅$ 大厅前只容许有

马打转之地(有人说这太狭窄$李

沆笑说*&这里作为宰相官署大厅

确实小了$作为太祝)奉礼官的大

厅已经够宽了(' 家人劝他买宅$

李沆说*&现在买新的住宅$ 须一

年修缮好$ 人一生早晚都没法保

全$又怎么能长久居住呢.鸟在林

中树枝上做个窝$就可满足$干吗

造这些华丽的房屋呢.'

!宋史"李沆传# 对其有高度

评价*&李沆为相$ 正大光明'&世

称沆为+圣相,'(尤其是他对待住

宅的认识和所取的态度$ 堪称智

慧高明$现在读来真是耳目一新(

剪 刀
(

汪宇堂

人生犹如一棵树$ 头脑里的

种种欲望缀成了茂密的枝叶 $若

不加以适当修剪$任其滋长$过于

厚重的枝叶就会分散养分$ 久而

久之$ 会影响到整棵树的茁壮成

长(

古人云*&欲虽不可尽$ 可以

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因此$ 我们在追求个人欲望的过

程中$ 应该时常保持知足常乐的

心态$善于给自己一把剪刀$对欲

望当剪则剪$该裁则裁$决不做欲

望的奴隶(

&贪如火 $不遏则燎原 %欲如

水$不遏则滔天('只有剪刀在手$

节欲自守$砥砺情操$才能真正做

到不为利诱$不为名扰%才能在权

钱色利面前$ 真正做到抗得住诱

惑$耐得住寂寞$保得住气节(

不 取
(

赵晨光

明代清官薛 宣$ 曾任都察院

广东道监察御史( 他在沅州寓所

的照壁上题诗明志 *&有雪松还

劲$无鱼水自清(沅州银似海 $岂

敢忘清贫('以此表明自己防腐拒

贪)贫不移志的决心(

久居官场$ 使薛 宣对廉政有

着清醒的认识(他总结发现&世之

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

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 有畏法律

保禄位而不敢取者'( 在他看来$

&见理明而不妄取$上也 %尚名节

而不苟取$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

而不敢取者$斯又为次也('

不妄取 )不苟取 )不敢取 $有

点像今天我们常说的不想腐 )不

愿腐)不敢腐这三重境界(官格人

品俱为上境的薛 宣无疑是那个时

代的佼佼者$ 同时也足以让后人

所尊仰(

敢把人情挡回去
!

刘忠全

!在彭总身边#一书记述*志

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后不久$各类

生活物资大批运到了前线(这当

中$有一些包裹)箱子$写明直接

寄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

彭总看到后$指示警卫员景希珍

将这些东西分到部队去(

一天 $ 景希珍正忙着分这

些东西$ 办公室有个干部派通

信员来$ 要挑一些东西拿走
*

被

景希珍挡住( 那个干部亲自来

指责景希珍( 彭总听到声音后

走了出来$ 问明了情况$ 当面

把那个干部批评了一顿( 过后$

彭总对景希珍说* &你今天做

得对$ 管 +公, 的人就要这样*

第一 $ 自己不贪% 第二$ 别人

不送% 第三$ 敢把厚脸皮的上

司) 熟人挡回去( 有这三条才

保得住一个 +公,-'

彭总讲的三条中 $ 自己不

贪$别人不送$是比较容易做到

的%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

回去$则不大容易( 但正因为它

不容易而做到了$才能真正树立

起大公无私的正派作风(

同志之间有着深厚感情是

无可非议的$ 但这种感情应该

是建立在工作和集体利益基础

上的( 当有人要利用这种感情

来破坏党的原则$ 谋个人私利

时 $ 就该把这种人情挡回去 (

如果说是不讲 &人情'$ 这样的

不讲 &人情' 是应该受到赞扬

的( 只有大家都这样做 $ 才能

更好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

良作风(

守住心中那份平静
!

王 涛

孟子曰* &鱼$ 我所欲也%

熊掌$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

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二

者不可得兼 $ 道出了人生的无

奈( 人的一生$ 面临着太多的

选择$ 每个选择都会伴随着难

断的痛苦$ 而选择也意味着对

另一事物的放弃$ 需要莫大的

勇气( 舍鱼而取熊掌者$ 是一

种智慧$ 两种利益之间的取舍$

需要一双慧眼$ 才不至于作出

令自己后悔的选择(

世界的诱惑太多 $ 在人生

的每一个岔路口$ 甚至于每一

天$ 做每一件事情$ 都可能面

临选择( 如何守住心中那份平

静$ 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是一

门大学问( 尤其是在两者优劣

并非明显的情况下$ 例如红与

白) 东与西) 上与下) 前与后

如何选择$ 大多数人会按照自

己的喜好和心情来判断( 同样

的两样事物$ 不同的人就会有

不同的选择$ 而这些选择对选

择者本身来说$ 都是正确或者

适合的$ 无所谓优劣(

冯玉祥将军有首打油诗
+

&天上生人真不齐$ 人骑马来我

骑驴$回头犹顾推车汉$比上不

足下有余( '在选择之前$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找准需要选择的

参照物也是很有学问的(人既不

能不思进取$ 但更不可贪得无

厌$学会&知足常乐'$最起码可

以免却心中贪欲煎熬的痛苦(

选择鱼的人也是明智的 $

心中常思熊掌在$ 那就是目标$

那就是进步的动力( 只要努力$

终有一天也会吃了熊掌$ 而做

到得兼$ 那就是选择的最高境

界了(

淡泊明志
!

张 雨

诸葛亮云*&非淡泊无以明

志'$其意是说要远离名利$恬淡

寡欲$保持一种宁静自然的心态$

不追求虚妄之事$不迷失自我$修

养品行$这是一种美好的境界(

淡泊是对人生的一种从容$

是对生命的一种珍视$是一种大

度虚怀的释然% 淡泊是一种智

慧$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

业%淡泊是一种哲学$适逢机缘

而不狂喜$ 路遇坎坷而不悲怜%

淡泊是一种生活态度$如飒飒秋

风中的蒲公英$不张扬)不苛求$

天涯海角$随遇而安(

淡泊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

工作之余$多一份清醒$多一份

思考(人生在世$谁都不可能一

帆风顺$有进有退$有荣有辱$有

升有降(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保

持心理平衡$作出明智的选择(

落花无言 $ 人淡如菊 ( 淡

泊$ 是谢绝繁华$ 回归简朴的

生活情趣% 是摆脱束缚$ 逍遥

舒展的美好境界% 是在纷纭繁

杂世间中对自我品位的坚守 %

是淡化了物欲名利后对人生更

加热爱的情感(

大革命期间$ 徐海东有
))

名亲属惨死于反动派枪口之下#图

为
!#'$

年$阔别家乡
&"

年的徐海东在徐家烈士墓前留影#

$制度是开启权力的钥匙% 浙江省检察院推荐

徐成&江西同成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马玉珠诉你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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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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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三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芜湖永诺船用阀门有限责任公司&芜湖市弋江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陶付鹏&楼仲苗&蒋维平&郑宣和#本院受
理%

("!%

&芜中民二初字第
"""$,

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芜中民二初字第
"""$,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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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韦翠芳#本院受理安金良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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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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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永清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审判$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陈财#本院受理刘保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城
关法庭

("'

室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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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承德市中级
人民法院$ 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赵霞#本院受理马秀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邹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矿区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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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姜涛#本院受理夏阳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

("!%

&邹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矿区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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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席善红#本院受理杨友国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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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北
宿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罗植权#本院受理豁银伍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要求被告偿付支模工资

!$"""

元$公告经
)"

日视为送达$答辩期间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邢小军#本院受理李勇军诉许昌金河置业有限公司"刘华羽"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原告李勇军对本判决不服提出上
诉!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
张秀丽#本院受理杜爱臣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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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

日
#

点%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滩镇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沈阳泰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献县鑫旺达建材租赁
站诉辽宁丹利消防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和你单位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辽宁丹利消防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张发平#本院受理龚红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

("!'

&万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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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
判决$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

杨文勇#本院受理杨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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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

日和
&"

日!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

李琴英#本院受理曾子俞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会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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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

曾道庆#本院受理李冬连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会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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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

李勇&李枝荣#本院受理黄泉福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送达%

("!'

&兴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张起亮#本院受理侯谊与你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会民一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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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

王美#本院受理王兵诉你离婚一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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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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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阳#本院受理梁茂军诉你离婚一案!案号%

("!'

&兴民初字
第

($%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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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何召俊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杨大容失踪一

案!经查'杨大容%女!生于
!#,#

年
%

月
!(

日!汉族!住四川省射
洪县涪西镇凤凰村

(

组
($

号$&于
("!(

年
$

月起!下落不明已
满

(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

个月$希杨大容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判决$ 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

李红林&孙小勇#本院受理陈仕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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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四 川 省 射 洪 县 金 华 镇 石 桥 村
)#

组
*+

号 李 佳
!

"*,-..*-/0*,*+#0.*

"# 本院受理吴光齐与你身体权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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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金华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居连英#本院受理高显光起诉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普通程序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达溪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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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达溪法庭公开审
理%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田有彩#本院受理冉龙友与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巫法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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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

李呈凤#本院受理马作超与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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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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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上磺法庭审判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

张术萍#本院受理钟培先与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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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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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上磺法庭审判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

易康明#本院受理罗琳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内东民初字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雷国明#本院受理马黄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内东民初字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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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届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

&"

%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陈锋#本院受理王华书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内东民初字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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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届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

&"

%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张勇#本院受理李英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内东民初字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后
!'

日
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金芝申请宣告陈世友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陈世友!男!汉族!

!#$$

年
!

月
!&

日出生!内江市东兴区人!身份
证号码

'!!"!!!#$$"!!&,$#&

! 原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顺河镇
白云村

'

组
("

号$陈世友于
(""'

年到广东省恩平市打工!至今下
落不明已满

!"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

年$希陈世友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庹晓维#本院受理杨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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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风险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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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第三日 %节假日顺延&

#

时在本院敖溪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何维#本院受理周国军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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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四法庭开庭!逾期将缺席判决$ 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

刘兰# 本院受理居荣勋起诉与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普通程序告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达溪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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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达溪法庭公开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蔡松&蔡孝海&龚素平#本院受理刘小明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因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增加的标的为癫痫病治疗费用
等共计

'"%,!

克!现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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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

刘玉富#本院受理焦正平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普通程序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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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
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林发秀'女'汉族'生于
*-0+

年
/

月
*-

日'四川省三台县新
鲁镇牛头河村一组村民#本院受理张宗亮诉你离婚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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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点半在三台
县金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

易光荣#本院受理刘秀琼诉你离婚一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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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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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莲# 本院受理罗世建与你离婚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
("!'

年内东民初
')(

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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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蒲新美# 本院受理刘汉广与你离婚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
("!'

年内东民初
')%

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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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陈锋&李付英#本院受理林祥银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内东民初字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陈锋&李付英#本院受理唐水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内东民初字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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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届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陈锋&李付英#本院受理王德慧"原告陈闯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内东民初字第
'&%

号"第
(#,

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四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陈锋&李付英#本院受理钟秀英"原告王镜英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两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内东民初字第
(&(

号"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
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蒋鹏艳&蒋义宣#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州
市东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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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

周朝晖#本院受理刘建国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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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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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白地市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

吴均华#本院受理许友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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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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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下午
&

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
刘炎#本院受理王希田诉你及胡青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

你公告送达%

("!%

&南民初字第
("'$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寨子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南皮县人民法院
刘美会# 本院受理吕彭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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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
假日顺延&

#

时在本院黑石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威宁县人民法院
冷明军#本院受理陈春梅诉你同居关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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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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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
假日顺延&

#

时在本院黑石头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
判$ 贵州省威宁县人民法院

伍仕能#本院受理唐竹花诉你同居关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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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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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

时在本院黑石
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威宁县人民法院

彭明奎#本院受理徐道会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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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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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

时在本院黑石头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威宁县人民法院

周红裕#本院受理王三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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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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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沙圪堵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张福云#本院受理李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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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行政庭%附属楼一楼七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刘文贤#本院受理蔡正翠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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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马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谭顺蓉#本院受理姚家勇诉你同居关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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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马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周辉#本院受理张美娟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名单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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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铁城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吴桥县人民法院

陈春生&谢季蓉#本院受理郑淞元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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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乡镇法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叶先官&徐从建&刘林添&刘树珠&上海奥闽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

("!'

&周民初字第
),

号上海龙泾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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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
("!'

年
)

月
!)

日
,+&"

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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