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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小波

最近! 淇河县的贾书记被

市里推荐参选全省十佳优秀书

记"这可是非常硬的政治资本!

一旦当选仕途就一片光明 "不

过听说各市推荐人选都不少 !

履历都很优秀!竞争相当激烈"

贾书记坐不住了! 到处打电话

了解情况!急得满嘴起水泡"

这天!他在办公室心急火燎

地焦虑着!在省晚报当记者的大

学同学李明路过淇河县!顺便到

他办公室歇个脚!贾书记就把自

己的烦恼向他倾诉了一番"

李明点着贾书记的脑门取

笑说#$你看你! 官当得脑子都

不开窍了 ! 这件事一看就透

啊%&见贾书记还是一副迷迷瞪

瞪的样子 ! 他进一步解释说 !

$你想啊!狼多肉少!如果你没

有特别典型的事迹或者比较耀

眼的光环罩着! 当选的可能有

几成'&

贾书记一愣 ! 忙摇头说 #

$没几成%&

$你的事迹突不突出'&

$不突出%&

李明沉默了一会! 缓缓说

道#$短时间恐怕造不出什么像

样的政绩工程! 看来只好另想

一个办法了%&

贾书记忙问#$你有啥好办

法'&

李明神秘一笑!$当然是利

用我的特长! 把你进行一番包

装!让你一下子光彩照人!到时

评委想不考虑这些因素都难(&

贾书记没听明白! 仍然呆

愣着%

$还不明白'真是当局者迷

啊(&李明感叹说%

$你就别卖关子了!不然我可

没有好酒招待(&贾书记笑骂道%

$我给你写一篇县委书记

锐意进取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

通讯发在省晚报上! 再配一张

某大领导来你县参观的照片 !

保准让你一下红起来(&

贾书记有点犹豫!$照片上

没有我!人家会相信吗'&

李明拍拍胸脯!$你忘记我

是干啥的啦! 偷梁换柱的事咱

最拿手了(&

过了几天!李明打来电话!

兴奋地问贾书记#$咋样! 出效

果了吧'&

贾书记有气无力地回答 #

$出了)*&

$出了情绪还这么低落!不

是怕请客吧'&

贾书记哭笑不得地说#$你

移花接木要彻底呀! 为啥只移

了上半身! 却给我脚上留下一

双高跟鞋呢'&

李明惊得 $啊 &了一声 !放

下电话!过了几分钟又打过来!

讪讪地说#$你体型太胖! 我找

了报社所有大领导下基层的照

片! 基本没有和你体型匹配的

男同志!只有那张照片还相符+

好不容易找到的!也就没细看"

嘿嘿!纯属操作失误"&

签名档

"

三八节那天! 老婆

说这一天女人什么都不用

干! 平时做的事都由老公

代劳!我觉得很有道理!于

是化妆一个小时! 网购三

个小时! 然后躺在床上看

了一下午韩剧"

"

喜欢一个人就抓紧

去表白!因为很有可能!明

天你就喜欢别的人了"

"

我这人没啥突出的

优点! 就是看女孩的眼光

特别准! 凡是被我追过的

女孩! 最后都无一例外地

嫁入好人家"

"

今天深情地吻了一

下老婆的手! 随口说了一

句 #好熟悉的味道 $!结果

老婆脸都绿了!说#我用的

是我闺蜜的护手霜$%

"

别跟我说老婆闺蜜

什么的! 我老婆的闺蜜是

我妹妹&

"

才发现跟媳妇比起

来! 我在家的地位还是挺

高的! 很多东西都是我一

个人用完的%比如洗衣粉'

洗洁精'食用油"

段味

"

昨晚和朋友聚会 !

喝高了!在小王家睡的"今

早醒来! 总感觉昨晚做了

什么过分的事"这时!小王

走到我面前! 脸色十分难

看"我握住他的手!(兄弟!

昨晚我是喝高了%$ 他说)

(喝醉酒是人之常情!可你

把我女朋友养的小仓鼠从

!"

楼扔了下去!还大喊*去

吧!皮卡丘+&$

"

刚谈恋爱时! 我年

龄还小! 两家父母管得都

挺严!我们就一直(地下$"

我个子小! 男友个子却很

高大!一天牵手逛街!在一

家眼镜店门口碰到他父

母"老两口来配花镜!一直

盯着我们看" 我们头也不

敢抬!飞速走掉"男友心情

忐忑回到家! 准备迎接风

暴" 结果他妈对他说)(今

天看见一个人的侧面很像

你!但牵了个女儿!那就不

是你了&$

"

过年带女友回家 "

饭桌上! 女友一开始装斯

文!连菜都不好意思夹"我

爸说)(闺女! 你在这就像

回自己家一样! 别拘束"$

女友放松下来! 和我爸碰

了一杯! 又和我小叔碰了

一杯!然后自斟自饮"喝得

兴起! 女友跟我小叔掰腕

子!跟我爸唠家常"我拉她

说别喝了!她一把推开我!

对我爸说)(大伯! 你儿子

以后跟着我! 你就放一百

个心! 我绝不会让别人欺

负他&$

"瓜子 整理#

雷人图片（之二百五十二） 万方

好管家
!

徐 宁

老董事长突发脑出血! 虽然

抢救过来!但落下了后遗症!考虑

到自己不再适合继续工作! 就把

位子让给了儿子方继宏"

方继宏坐上董事长的椅子!

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会计主任于

殿奎递来辞职报告" 方继宏没有

当场表态!只是笑了笑"

方继宏和于殿奎矛盾很深"

于殿奎今年
#$

岁!原是一家大型

央企的高级会计师!以业务精通,

管理特严著称! 退休后被老董事

长高薪聘请"于殿奎六亲不认!连

担任副总的-太子&方继宏也没少

受他气" 最典型的一次是方继宏

去北京出差! 顺便到五台山玩了

两天"于殿奎审查票据很仔细!把

有关单据挑出来! 说和业务无关

不能报销"

方继宏说 #-我们是家族企

业!钱是我们自家的!让你审是给

你脸 ! 你还真把自己不当外人

了(&

于殿奎也拉着脸#-我不管老

总是你什么人! 就知道事情对与

不对"我拿公司的工钱!就公事公

办!不服找你老子说去(&

那是个下午! 方继宏嗅到于

殿奎嘴里有酒气! 就以公司规定

中午喝酒一律辞退为由头向父亲

告状!要求开除老头"没想到父亲

听说后反而说#-是有这个规定!

但唯一对他例外" 我知道你为什

么告他!不就是报账被他卡了吗'

他做得对!你越说要开除他!我越

要留用他"&

从那以后! 于殿奎对方继宏

花钱,报账审查更严,更细了!方

继宏对他的憎恨也越来越深!曾

多次放话说#-哪天我接了班!第

一件事就是开除这老东西"&

也有人问过于殿奎#-你和方

公子有仇吗! 何必这么整治他'&

于殿奎答道#-正所谓 .擒贼先擒

王/!这是管理的诀窍%治住最难

管,最有背景的人!我还能惧谁'&

方继宏主持召开了上任后的

第一次经理会%出人意料的是!他

不仅没辞退于殿奎! 反而对他大

加赞扬!加薪两成!将他挽留下来%

-他不是你的眼中钉吗!你还

低声下气留他'&有人问方继宏%

-你坐过拥挤的地铁吗'当你

往上挤时!你会想!让我上去吧0当

你上去站稳了!又会想!太挤!别再

上人了%当家方知柴米贵!这样铁

面无私的好管家!哪能让他走(&

教 子
!

赵春亮

春节刚过!年味尚未散去!秦

昭和妻子漫步在小城的街上!任

凭路灯将影子拽得老长%

秦昭很郁闷! 他刚上中学的

宝贝儿子不知怎么养成了一身的

坏毛病#任性,挥霍,厌学%给他新

买的手机还没用两个月! 他就嫌

功能太少!吵着要换新的!说他几

句!人家板着脸摔门就走%妻子拉

着秦昭也出了门!说去街上逛逛!

散散心%

-好了!别生气了!教育孩子

得慢慢来%&妻子安慰说!-现在什

么都不要想!专心陪我逛街吧%&

秦昭懒得说话! 儿子摔门发

出的巨大声响一直在耳边回响!似

惊雷!炸得他头皮发麻%秦昭从单

位一个小办事员干起!一路过关斩

将!如今稳坐局长宝座!可谓仕途

得意!却疏忽了对儿子的教育%远

处的大商场灯火辉煌!路灯下!好

些个地摊在招徕生意%秦昭对妻子

说#-我累了!早点回去吧%&

妻子埋怨道#-自从你当上局

长!家务全丢给我!儿子的教育也

不管不问!现在才知道着急%以前

没当局长时还经常陪我逛逛街!

现在偶尔陪我逛逛都不乐意(&秦

昭懒得解释! 只好随着妻子继续

往前走%

-耶!我们又赚了三元%&一个

小女孩兴奋地喊%秦昭扭头看去!

路边地摊上! 一个八九岁的小女

孩正挥舞着手中一张十元钞票向

妈妈炫耀% 小女孩发现秦昭在看

她! 赶紧缩着脖子吐了吐舌头!那

调皮可爱的模样让秦昭暂时忘却

烦恼!笑了起来%笑过之后!秦昭若

有所思!-我想了个教子的药方%&

妻子连忙问#-什么药方'&

-让他摆几天地摊%&秦昭说!

-事非经过不知难% 趁着还没开

学!给他一次体验生活的机会!让

他明白挣钱不易! 也许能帮他改

掉一些坏毛病%&

-他能答应吗'&

秦昭挥挥手!-药方已开!思

想工作由你去做!无论如何也要说

服他!至于卖什么!你和他商量%&

耐不住母亲的软磨硬泡加利

诱! 秦昭的儿子终于答应卖卖玩

具% 秦昭到批发市场花
"%%

元买

回一堆各式玩具! 算作儿子的商

品!又帮儿子选了一处地方!铺上

旧床单!将玩具整齐地摆上去!儿

子的地摊就算开张了%

秦昭和妻子不放心! 躲在一

旁偷偷观察! 见儿子坐在小板凳

上!百无聊赖地摆弄手机%不时有

人驻足挑拣问价!儿子并不热心!

不耐烦地报出价格后便接着玩手

机了%秦昭有些失望!转念又想!

卖不出去也好! 让他知道赚钱没

那么容易%-不管他了! 随他怎么

卖吧%&秦昭对妻子说%

没想到! 两天后儿子空手回

来了!-爸!我的货卖光了!你再去

帮进点货吧%&

秦昭惊得目瞪口呆!-真的'&

儿子得意地扬着头!-当然%

你们单位很多人都领孩子来我这

儿买玩具!也不讲价!还一个劲儿

夸你教子有方呢%&

-你确定是我们单位的人'&

-哎呀! 有的人经常来咱们

家!我当然认识%还有主动自我介

绍的!让我代他们向你问好%&

秦昭一时说不出话! 儿子却

很兴奋!-爸!我想好了!反正我成

绩也不好!既然赚钱这么容易!我

以后就辍学做生意吧%&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什么破

药方(&妻子埋怨秦昭%

秦昭叹了口气! 幽幽地说#

-药方没错!错在药引啊%&

改 名
!

曾 勇

办公室苏大姐特别迷信!

算命,占卜 ,风水这些玄乎其

玄的事情!总能让她说得有鼻

子有眼%明知不靠谱 !同事们

还是喜欢听她扯!整天闷在办

公室写写算算太过无聊!有这

么个人在屋里!就少不了有趣

的话题%

只有科长老赵!对此很不

以为然%他常说#-这都是封建

迷信(苏玲啊 !你好歹也在机

关里干了
!%

多年! 怎么还这

个觉悟呢'& 我们认为他太上

纲上线!他就叹气说#-你们几

个还是大学生呢 ! 居然信这

些!可悲呀 (&每到这时 !我们

便收起笑容 !一哄而散 !过不

了几天又会再启话题神侃一

通%这不 !离上次挨老赵批评

才三天!苏大姐又趁他不在跟

大家聊开了%这次聊的是姓名

对个人运程的影响%

-知道后勤科夏科长为什

么临到退休还被抓进去吗'表

面看是因为贪污!实际是起错

了名字呀(你们想想!夏健仁!

谐音是什么'1下贱人/% 叫这

么个名字! 还能有好结果'还

有局办老侯!几次提科长都因

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提上!

$%

多岁还是大头兵一个!我琢磨

他主要是受了侯重这个名字

的拖累!猴子负重 !还能爬得

上去吗'& 苏大姐的话很快引

起大家的兴趣 ! 争相加入讨

论%七嘴八舌中 !苏大姐将话

题引向小刘%-刘德宝!你也有

问题(&

不会吧 ! 大家都有些错

愕! 小刘的名字虽然有点俗!

但挑不出啥毛病啊%苏大姐立

马解释道#-你的问题不在你

本人! 是你刚出生的儿子%也

不知道你们小两口怎么想的!

叫他.刘克先/!有他在后边克

着 ! 你这辈子还能有什么发

展!趁早为他改名吧(&

小刘刚想发表意见!老赵

推门进来%他显然已在门外偷

听了好一阵!一进屋就皱着眉

头批评苏大姐 #-说你思想落

后!还真是一点不冤 %给儿子

改个名就能兴旺发达!那你怎

么不给儿子改个好名呢'人的

名字不过是个符号!想有所成

就!勤奋学习 ,努力工作才是

正道(德宝 !我的话对不 '&小

刘只得连连点头#-对!对%&

半个月之后的一个周末!

我参加高中毕业十周年的同

学聚会!遇到久未见面的同桌

邹文!他在城南派出所当户籍

警察% 得知我的工作单位!他

提起一件事 !-前几天有人找

我给儿子改名!听说跟你一个

单位!还在同一个科室%&

-哦!是刘德宝吧'&

-不!那人姓赵%他儿子原

名赵克祖!现在更名赵兴祖%&

学习对话

我们好像没有对话的传

统" 先秦诸子散文!也有对话

体!但在文章的最后 !往往都

是那位可怜的小伙伴被驳得

体无完肤'哑口无言" 这不是

对话!是晒口才" 波普尔在,开

放社会-一书中说)(理性取向

就是随时准备承认我可能是

错的!你可能是对的 !凭着这

种共同努力的态度!让我们更

加接近真理% $我们离这种(理

性取向$实在太远% 我们都认

为自己是对的!别人的意见只

是我们予以批驳'予以痛击的

靶子% 我们就像禅师比喻的那

只杯子 !水盛得满满的 !再也

无法接受别人的思想之水%

柴静的(穹顶$出炉后!有

位媒体人在微信里发了这样

一段文字...

对柴的各种诛心阴谋论

各种自以为是的高见各种表现

智力优越的小心思! 在柴静站

在黑烟熊火的唐山钢铁厂前!

统统弱爆! 比
&'()$

还猥琐%

借用朱学东老师的话) 对柴静

雾霾热的态度!无论戏谑严词!

是我判断他人的一杆标尺%

这样的文字! 就把对话的

路堵死了% (各种$都(弱爆$!那

么就只有你(强爆$%那位朱学东

老师的话更是有趣%胆小的哪敢

开口)朱老师把标尺一量!发现

我不及格!那可糟了& 胆大的才

不管这一套)你量我!我也量你&

哲人伽达默尔有言)(人类

必须学会倾听!去细细地听!以

免忽略轻微声音的价值/0在

倾听那里! 我们总还有什么东

西是可学的% $ 就算是所谓的

(阴谋论$!就毫无可取之处吗1

当然不是的%当然!持(阴谋论$

的! 也不要以为自己有独得之

秘!别人都是很傻很天真%只有

这样相互倾听!充分对话!我们

才能更加接近真理%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

海啸专栏%& 网址
&++,-..///0

(1230145.,')*67).8386.8&986.

'

雷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店主们都懒得想名字了%

兄弟!言重了%

:;<=>?

深福法执字第
"@!!A=

号
黄泽群! 关于申请执行人周文华与你之间离婚后财产纠

纷一案!本院已查封了你名下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北松泉
公寓

*

栋
*%+

号"深房地字第
,%%%-*!+$*

号#房产!并委托深
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述财
产的现价值进行评估!该评估机构作出的国众联评字"

!%-$

$

.

-.%-%%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显示'上述房产在评估日"

!%-/

年
-!

月
!/

日$的评估市值为人民币
-!%%+*"

元(因你下落不
明!本院依法公告上述评估结果!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你若
对该评估结果有异议! 应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
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视为同意该评估结果(届时!本院将作
出"

!%-/

$深福法执字第
$*--.-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上述
房产! 并将拍卖标的物委托给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进行
拍卖(你可以向本院了解有关拍卖事宜!若你在拍卖成交前向
申请执行人清偿本案债务!即可及时终止拍卖!但因此引起的
一切费用!由你承担(若以此底价拍卖未成交!本院将依法调
价后再次拍卖!不另行通知(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周围通道路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周围通!原告深圳
市惠特普地坪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周围通道路交通设
施有限公司)周围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 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须知!本
院判决'一)被告深圳市周围通道路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惠特普地坪材料有限
公司货款本金

**!+"%

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其中

-0-/%%

元从
,%--

年
-,

月
*-

日计至
,%-*

年
*

月
-

日!

,"1%%

元从
,%-,

年
-

月
,%

日计
至

,%-*

年
*

月
-

日!

-,1/"%

元从
,%-,

年
-

月
,,

日计至
,%-*

年
*

月
-

日!

11*%%

元从
,%-,

年
*

月
-$

日计至
,%-*

年
*

月
-

日!

**,+"%

元从
,%-*

年
*

月
,

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周围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
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

元!由被告深圳市周围通道路交通设施有限
公司)周围通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1%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份!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杨少勇(龙文生(李东波(包琼珍(刘永青(梁欢铭!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诉你信用卡欠
款纠纷案件!案号为*

,%-$

#深罗法民二初字第
-$$1.-$$0

)

-11-.-11,

号!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1%

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开庭时间定于
,%-$

年
1

月
--

日
0

时
*%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五楼第十二审判庭!请准时
到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鼎福盈电子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奔强电路
有限公司诉你方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1%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并定于
,%-$

年
+

月
*

日上午
0

时
*%

分在宝安区人民法院公明法庭二楼第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明鑫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益成
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1%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并定于
,%-$

年
+

月
,*

日下午
-$

时
*%

分在宝安区人民法院公明法庭一楼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王丽荣! 本院受理尉世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鄂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1%

日内来本院大杨树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
王求英!本院受理田景银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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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贵州省三穗县人民法院

刘向利!本院受理张振华与刘向利)蒋来学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临民初字第
,$+0

号民事判
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1%

日内来本院蒋峪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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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刘光顺(宗玉廷!本院受理窦鹏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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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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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吕明(岳胜奎(张兰明(徐忠林!本院受理刘秀芹与你们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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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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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山东安大置业有限公司临朐分公司!本院受理孟祥伟与你及山
东安大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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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山东安大置业有限公司临朐分公司!本院受理孟祥伟与你及山
东安大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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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刘忠周(王景意!本院受理李宏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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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达(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0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

年
,

月
,+

日刊登的'孔
2

本院受理张安听
诉你及陈蜜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孔应为孔(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刘年华!本院受理胡银丹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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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内来本院西斋法庭应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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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斋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裁判(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李望斌! 本院受理刘秀兰诉你及轩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扶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1%

日内来本院练寺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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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晁秋艳!本院受理于军辉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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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计算!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练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魏四营!本院受理刘银丽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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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计算!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练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司丰收!本院受理杨百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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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计算!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练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杨大中!本院受理徐尚惠与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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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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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时
4

节假日顺延
5

在本院蔡桥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审判(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殷中会(吴仕菊!本院受理徐飞诉曹开喜)曹树华)殷中会生命权
纠纷一案!依法向殷中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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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追加吴仕菊作为原告参加本案
诉讼(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和
*3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3

'

*3

在
本院猴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李玉洁(淄博柏诚混凝土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广军诉陈柏
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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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通知书)审判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1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

日和
*3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
山东省滕州监狱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徐玉真!本院受理宋军朋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3-/

#临民初字第
!-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内来
本院稷下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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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
民法院(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郑淞!本院受理郑新年诉你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3-/

#临民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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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判决生效(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陈蔡平!本院受理林志辉和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

4!3-$6

周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
内到本院咸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李远飞!本院受理临沂永泰运输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3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盛庄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史瑞国!本院受理国鹏华与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3-$

#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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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3-$

#喀民初字第
$"

号转普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3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3

时
7

节假日顺延
6

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张娟!本院受理李鹏飞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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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8

日和
9%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9

日
"

'

9%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叶集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方必东!本院受理周先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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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0

'

9%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桃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陈查明(陈少敏!本院受理黄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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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029%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桃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程必意!本院受理姚艳求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肥西民一初字第
3,38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13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8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判决生效(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李娟!本院受理潘东洪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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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9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韭园中心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沈爱和!本院受理郁峰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9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杨柳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英山县人民法院
黄晓艳!本院受理周林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9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杨柳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英山县人民法院
汪世伟!本院受理郑迎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9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杨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英山县人民法院

刘武博!本院受理桂海珠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3-:

#平民初字第
,-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内来本院明港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8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孙赛杰!本院受理史敏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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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内!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9

日
0

'

93

在本院刘府法庭开庭
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沈健!本院受理薛岩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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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
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9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

聂大明!本院受理聂大梅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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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9

日下午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

张飞!本院受理张灿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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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视
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9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

程刚!本院受理纪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3-:

#东民一初字第
3-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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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池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生效(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李海涛!本院受理徐艳诉你子女抚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9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固墙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翁勤英!本院受理赵广强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集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谢成!本院受理张子祥诉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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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9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金丁丁!本院受理赵祝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3-:

#寿民二初字第
338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13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8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张颖颖!本院受理李向宇诉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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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内(举证期满
后第

9

日*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商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徐俊太!本院受理刘玉芬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受理离婚案件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9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邱县人民法院

香河县双嘉木制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香河平安混凝土搅拌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追加被告通
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
-3

时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安平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郭建山!本院受理香河县龙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追加被告通知书及合议庭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

13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平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朱坤明!本院受理黄新建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书)开庭传票(公告之日
起

13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93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9

日
"

'

93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陈梅!本院受理姜秀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3-:

#滨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接受宣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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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陈梅!本院受理姜秀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3-:

#滨民初字第
-:"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接受宣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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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陈梅!本院受理陈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3-:

#滨民初字第
-:"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接受宣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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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陈梅!本院受理包秀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3-:

#滨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内
来本院民三庭接受宣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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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韩红霞!本院受理申请人宋向阳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3-8

#伊法执字第
-03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13

日
视为送达!自公告届满之日起三日内履行*

,3-8

#伊四民初字第
:1

号民事
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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